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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综述 ( １ )

文 献 讲 话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 ７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 ９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在知识分子、 劳动模范、 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 １７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 ２１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 ３２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 ４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习近平在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 长江

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强调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 ４８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习近平 ( ４９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 ５６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８ 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５８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 习近平 ( ６０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在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克强 ( ６２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刘云山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并讲话 ( ６６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

刘云山主持召开中央文明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 ６７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刘云山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领导干部专题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履行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 ( ６８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刘云山出席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并讲话 ( ６９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刘云山在宣传文化系统专题会议上强调　 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ꎬ 担负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 ７０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刘云山出席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 ( ７１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

刘云山在党委中心组学习经验交流座谈会上强调　 充分发挥党委中心组

学习的示范带动作用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 ７２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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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 ２０１６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强调　 坚持网络安全和
网络发展同步推进ꎬ 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 ( ７３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刘云山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委会上强调　 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指导文艺工作ꎬ 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 ７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刘云山 ( ７５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刘延东在教育系统座谈会上强调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引领ꎬ 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 ( ８０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刘延东在视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时强调　 一切为了孩子ꎬ 勇攀艺术高峰ꎬ
构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的精神家园 ( ８１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

刘延东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落实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精神ꎬ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实现新跨越 ( ８２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刘延东在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颁奖大会上强调　 放飞梦想、
锐意创新ꎬ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注入新鲜活力 ( ８３ )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刘延东在全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切实落实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ꎬ 开创教师队伍建设新局面 ( ８４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７ 日)

刘延东在出席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并调研时发表讲话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推进文艺繁荣发展 ( ８５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刘延东在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上强调　 深化国际合作ꎬ
推进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 ( ８６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刘延东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全会上强调　 办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高校ꎬ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 ８７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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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依法整治各类文化市场ꎬ 切实维护良好文化生态 ( ８８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刘奇葆在国家图书馆调研时强调　 用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

文化生命力 ( ８９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刘奇葆在山西调研时强调　 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 ９０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１８ 日)

刘奇葆在宁夏调研时强调　 以文化扶贫助推全面小康 ( ９１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４—６ 日)

刘奇葆在第十二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强调　 用先进典型引领
核心价值观建设 ( ９２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刘奇葆陕西调研时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ꎬ 服务当代发展 ( ９３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４—２６ 日)

刘奇葆在同新任县委宣传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时强调　
大力推进文化小康建设 ( ９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坚定理想信念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刘奇葆 ( ９５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刘奇葆在湖北调研时强调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 １００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１９ 日)

刘奇葆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推动移风易俗ꎬ 树立文明乡风 ( １０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刘奇葆主持召开中宣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和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代表时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时强调　 把握正确方向方针ꎬ 推动文艺创作繁荣 ( １０２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在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黄坤明 ( １０３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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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黄坤明 ( １０８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高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旗帜 黄坤明 ( １１４ )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５ 日)

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黄坤明 ( １１８ )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 黄坤明 ( １２６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在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夏伟东 ( １３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在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夏伟东 ( １４３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在全国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夏伟东 ( １５０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９ 日)

法 规 文 件

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 １５７ )
　 国发 〔２０１６〕 ８ 号

国务院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 １６３ )
　 国发 〔２０１６〕 １３ 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 ( １６７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 １７３ )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１０ 号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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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 «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方案» ( １８５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改革的意见» ( １８９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４ 日)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 １９２ )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２７ 号

国务院　 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

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 １９６ )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国务院　 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 ２０１ )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７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 ２０６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国务院　 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 ２１２ )
　 国发 〔２０１６〕 ７６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 ２１５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 ２１９ )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９８ 号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

文明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的通知 ( ２２２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在 ２０１６ 年春节期间

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的通知 ( ２２３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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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

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 ( ２２５ )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

评选办法» 的通知 ( ２３０ )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的决定 ( ２３３ )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 ２４０ )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刘云山同志在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 ２４２ )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黄坤明同志在提升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的通知 ( ２４２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组织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９ 部门　 关于公布 “最美
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 和 “最美志愿服务群体” 先进典型名单的通知 ( ２４３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５ 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调研的通知 ( ２５３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黄坤明同志在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 ２５４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　
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知 ( ２５５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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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的通知 ( ２５８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９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教育部　 财政部　 全国
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关于印发 «关于支持和
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的通知 ( ２６０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０ 号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城市
深化创建工作、 保持创建经常化的通知 ( ２６４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 «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规划实施方案» 的通知 ( ２６６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的通知 ( ２７１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组织实施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通知 ( ２７４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夏伟东同志在
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 ２７６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５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夏伟东同志在
全国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 ２７６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和 «操作手册» 的通知 ( ２７７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黄坤明同志在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 ２９０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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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今年以来停止 ５ 个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资格的通报 ( ２９１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９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推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 ２９３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０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１１ 部门　 关于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宣传
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的通知 ( ２９７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中国科协　 关于印发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
实施意见» 的通知 ( ３０４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关于表彰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获奖作品的通知 ( ３０８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测评体系操作手册(２０１６年版) »和«全国文明城区
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 的通知 ( ３１１ )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文明办等４４部门　
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 ３６８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１４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 ( ３９５ )
　 文公共函 〔２０１６〕 １５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环境保护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关于印发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
工作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的通知 ( ４０６ )

　 环宣教 〔２０１６〕 ３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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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　 教育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关于开展 “走近创客　 体验创新———２０１６年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的通知 ( ４１０ )

　 科协发青字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 １６ 部门　 关于印发 «关于
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 ４１３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全国妇联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庆祝
２０１６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合通知 ( ４３１ )

　 妇字 〔２０１６〕 ２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教育部等 １７ 部门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 ４３４ )

　 食安办 〔２０１６〕 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 ４４０ )

　 中青联发 〔２０１６〕 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中央宣传部　 关于组织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群众性
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 ４４４ )

　 中宣发 〔２０１６〕 １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水利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关于举办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暨 ２０１６ 年志愿服务交流会的通知 ( ４４６ )

　 中青联发 〔２０１６〕 １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 ２７ 部门　 关于印发 «关于对纳税信用 Ａ 级
纳税人实施联合激励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 ４５２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１４６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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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记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系列活动的通知 ( ４５６ )

　 旅发 〔２０１６〕 ９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中央宣传部　 关于组织开展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群众性主题
教育活动的通知 ( ４５８ )

　 中宣发 〔２０１６〕 ２５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１１ 部门　 关于 “十三五”
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 ( ４６１ )

　 国卫宣传发 〔２０１６〕 ４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 ２７ 部门　
印发 «关于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
备忘录» 的通知 ( ４６４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１９６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
委员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　 中央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 ５２ 部门　
关于印发 «关于实施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　 加快推进青
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 的通知 ( ４７６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商务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１９ 部门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 ( ４８３ )

　 商秩函 〔２０１６〕 ７８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４２部门　 印发«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
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 ４８７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１９０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 ２６ 部门　 印发 «关于对严重
质量违法失信行为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 ４９２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２０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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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７ 部门　 关于联合开展 ２０１６ 年 “全国交通
安全日” 主题活动的通知 ( ５２１ )

　 公交管 〔２０１６〕 ６３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全国妇联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９ 部门　 关于印发 «关于指导推进
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的通知 ( ５２３ )

　 妇字 〔２０１６〕 ３９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中央宣传部　 关于 ２０１７ 年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的通知 ( ５３１ )

　 中宣发 〔２０１６〕 ４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 ２８ 部门　 印发 «关于对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
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 ５３４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６４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统计局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 ２７ 部门　 印发 «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
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 ５５９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７９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 ３４ 部门　 印发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６ 版) » 的通知 ( ５８１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７９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典 型 宣 传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尕布龙和燕振昌先进事迹 ( ５９１ )

手握权力　 不谋私利
　 ———追记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 ( ５９１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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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本日记背后
　 ———追记河南省长葛市水磨河村党支部书记燕振昌 ( ５９４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黄志丽和李培斌先进事迹 ( ５９６ )

“倾听每一次心跳的声音”
　 ———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法官黄志丽 ( ５９７ )

多往群众身边跑

　 ———追记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原所长李培斌 ( ６００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王家元和崔根良先进事迹 ( ６０３ )

幸福花开石头村

　 ———记四川省筠连县腾达镇春风村党支部书记王家元 ( ６０３ )

后发赶超　 盯着世界地图做企业

　 ———记江苏亨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崔根良 ( ６０７ )

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刘云山会见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 ( ６１１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李保国和万少华先进事迹 ( ６１２ )

“铁人” 李保国 ( ６１２ )

“万少华团队” 倾情救治细菌战受害者　 用爱抚平痛苦和创伤 ( ６１６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李守江和骆抗先先进事迹 ( ６１７ )

叩开生命禁区 “宝藏” 之门

　 ———记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李守江 ( ６１８ )

患者至上　 肝胆相照
　 ———记南方医科大学传染病学专家骆抗先 ( ６１９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张超和张楠先进事迹 ( ６２１ )

化作海天一 “飞鲨”
　 ———追记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烈士 ( ６２１ )

生命为祖国燃烧

　 ———追记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队上士张楠 ( ６２６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高宝来和刘芳先进事迹 ( ６２９ )

他走了ꎬ 那把火仍旺着
　 ———追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原民警高宝来 ( ６３０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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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中有个太阳
　 ———记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盲人教师刘芳 ( ６３２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
赵志全先进事迹 ( ６３３ )

他始终以焦裕禄为榜样
　 ———记新疆哈密退休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 ( ６３４ )

沂蒙赤子ꎬ 改革潮头写担当
　 ———追记鲁南制药集团原董事长赵志全 ( ６３７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魏德友和许帅先进事迹 ( ６３９ )

一位老党员和他的二十万公里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职工、 护边员魏德友 ( ６４０ )

把生命献给需要帮助的人
　 ———追记河南省安阳市救助站原站长许帅 ( ６４２ )

中宣部授予 “不忘初心的好民警” 陈清洲 “时代楷模” 荣誉称号 ( ６４４ )

他用真情把百姓暖透
　 ———记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指挥情报中心教导员陈清洲 ( ６４４ )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发布 １０位岗位学雷锋 “最美人物” 事迹 ( ６４９ )
　 李勇杰 ( ６４９ )
　 李红英 ( ６４９ )
　 陈文学 ( ６４９ )
　 朱立红 ( ６５０ )
　 胡朝霞 ( ６５０ )
　 张　 波 ( ６５０ )
　 宋丽萍 ( ６５０ )
　 张永忠 ( ６５０ )
　 张子培 ( ６５１ )
　 欧珠拉姆 ( ６５１ )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全国总工会发布 １０位 “最美职工” 事迹 ( ６５２ )
　 耿家盛 ( ６５２ )
　 高凤林 ( ６５２ )
　 顾秋亮 ( ６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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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双钱 ( ６５３ )
　 宁允展 ( ６５３ )
　 周东红 ( ６５３ )
　 管延安 ( ６５３ )
　 方文墨 ( ６５３ )
　 卢仁峰 ( ６５４ )
　 潘玉华 ( ６５４ )

２０１６年入选 “中国好人榜” 人员名单 ( ６５５ )
　 １ 月上榜 ( ６５５ )
　 ２ 月上榜 ( ６５５ )
　 ３ 月上榜 ( ６５５ )
　 ４ 月上榜 ( ６５６ )
　 ５ 月上榜 ( ６５６ )
　 ６ 月上榜 ( ６５７ )
　 ７ 月上榜 ( ６５７ )
　 ８ 月上榜 ( ６５７ )
　 ９ 月上榜 ( ６５８ )
　 １０ 月上榜 ( ６５８ )
　 １１ 月上榜 ( ６５８ )
　 １２ 月上榜 ( ６５９ )

经 验 交 流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 ６６３ )

黑龙江省文明委　 紧紧围绕 “三个美起来” 目标　 着力提升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 ６６３ )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委　 以 “三个美起来” 为目标　 扎实推进
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 ( ６６５ )

海南省文明委　 留住乡愁　 让农村变得更美 ( ６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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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文明委　 以 “十个一” 建设助力精神脱贫　
建设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 ６６８ )

安徽省安庆市文明委　 守护文化根脉　 厚培文明乡风 ( ６７０ )

重庆市永川区文明委　 抓好 “个十百千万” 　 实现 “三个美起来” ( ６７１ )

山东省胶州市文明委　 坚持 “四主” 　 推进 “四化” 　
实现美丽乡村建设 “三个美起来” ( ６７３ )

湖南省浏阳市文明委　 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提升农村
精神文明水平 ( ６７４ )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文明委　 立足瑶乡实际　
建设美丽乡村 ( ６７６ )

云南省大理市文明委　 文明之花绽苍洱　 和谐之风溢名邦 ( ６７７ )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 ( ６８０ )

全国妇联　 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独特作用 ( ６８０ )

浙江省　 创建文明家庭　 培育文明风尚 ( ６８１ )

解放军邱宏涛家庭　 大爱托举 “国” 与 “家” ( ６８２ )

福建省兰华雄家庭　 劳模夫妻比翼飞 ( ６８４ )

重庆市杨兴明家庭　 好家训是我们的 “传家宝” ( ６８５ )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 ( ６８７ )

中央组织部　 发挥共产党员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中的
模范带头作用 ( ６８７ )

民政部　 着力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 ( ６８９ )

共青团中央　 努力当好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排头兵 ( ６９０ )

湖北省监利县　 志愿精神书写小城大爱　 万众一心树立文明丰碑 ( ６９２ )

郭明义爱心团队　 践行雷锋精神　 投身志愿服务　 为书写新时代的

雷锋故事多做贡献 ( ６９４ )

中国文联　 秉承志愿精神　 艺术回报人民 ( ６９５ )

浙江杭州 “微笑行动” 志愿服务团队　 用 ２６ 年的爱心和坚守
传递 “微笑” ( ６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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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　 弘扬志愿精神　 共建汇善汇美文明城区 ( ６９９ )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 ( ７０１ )

中央组织部　 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促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 ( ７０１ )

中央农办　 在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 ( ７０３ )

民政部　 在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 ( ７０４ )

山东省　 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美丽乡村 ( ７０５ )

福建省晋江市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动移风易俗 ( ７０７ )

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 ( ７０９ )

国家工商总局　 积极履行职能ꎬ 促进公益广告发展繁荣 ( ７０９ )

交通运输部　 努力推动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及相关场站　
公益广告刊播规范化常态化 ( ７１１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切实发挥广播电视媒体公益广告
宣传的主力军作用 ( ７１２ )

人民日报　 当好全国平面媒体公益广告宣传的领头羊 ( ７１４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发挥好广播公益广告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 ７１６ )

中央电视台　 用公益广告弘扬主流价值　 传播中国文化 ( ７１７ )

山东省　 长抓不懈　 持续发力　 不断提高公益广告宣传水平 ( ７１９ )

河南省　 用公益广告弘扬正能量、 扮靓大中原 ( ７２１ )

四川省绵阳市　 让公益广告成为文明城市的亮丽名片 ( ７２２ )

乡村少年宫推进会 ( ７２５ )

中共绵阳市委　 绵阳市人民政府　 切实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作用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 ７２５ )

陕西省文明办　 创新工作方式　 实现常态监管　 推动乡村学校
少年宫健康发展 ( ７２７ )

安徽省合肥市文明办　 重建设　 强管理　 求实效　 着力推进
学校少年宫可持续发展 ( ７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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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文明办　 深入实施 “青苗计划” 　 推动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可持续发展 ( ７３１ )

吉林省永吉县文明委　 在 “实” 上下功夫　 在 “新” 上求发展　
全力打造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特色 ( ７３３ )

山东省淄博市教育局　 持续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内涵标准　
促进全市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 ７３５ )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明委　 坚定信心　 真抓实干　
切实完成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任务 ( ７３６ )

中央文明办简报信息工作培训班 ( ７３８ )

河北省文明办　 探索纸网融合　 提高服务水平 ( ７３８ )

黑龙江省文明办　 适应 “微时代” 　 创新做好信息工作 ( ７４０ )

浙江省文明办　 建好管好用好简报　 助推精神文明建设 ( ７４２ )

湖南省文明办　 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千里眼” 和 “顺风耳” ( ７４３ )

重庆市文明办　 创新工作机制　 提高信息质量 ( ７４５ )

陕西省文明办　 充分发挥简报信息作用　 努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 ７４７ )

上海市文明办　 认真做好简报信息工作　 充分发挥简报信息功能 ( ７４９ )

江苏省文明办　 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强简报信息工作 ( ７５１ )

福建省文明办　 着力 “四个一” 　 提升简报信息工作水平 ( ７５３ )

地方文明网建设管理工作培训班 ( ７５５ )

首都文明办　 选树 “北京榜样” 　 打造好人品牌 ( ７５５ )

浙江省文明办　 立足 “文明浙江” 微信号　 打造精神文明

宣传新品牌 ( ７５８ )

山东省文明办　 夯实群众基础　 大力推荐线索　 不断深化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 ( ７６０ )

重庆市文明办　 建强队伍　 完善机制　 树立品牌　
打造 “指尖上的文明” ( ７６３ )

陕西省文明办　 始终坚持 “三抓三确保” 　 持续推进好人

线索推荐工作 ( ７６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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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文明办　 实施全方位宣传　 打造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品牌 ( ７６８ )

山东省日照市文明办　 组建新媒体联盟　 打造 “互联网＋”
文明的日照模式 ( ７７１ )

湖南省长沙市文明办　 办好雷锋家乡文明网　 唱响精神文明主旋律 ( ７７３ )

四川省成都市文明办　 完善机制　 创新引领　 打造文明网

评论新品牌 ( ７７６ )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文明办　 打造 “互联网＋” 社区　
微传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 ７７８ )

江西省瑞金市文明办　 苦练 “十八掌” 　 打造 “１０万＋” 文明微信号 ( ７８１ )

各地经验交流 ( ７８４ )

北京市　 打造故事节目式巡讲新品牌　 唱响主旋律传播榜样好声音 ( ７８４ )

河北省　 环京津贫困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报告 ( ７８６ )

河北省　 以新媒体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新境界 ( ７９２ )

江西省　 组织开展全省农村公共文化 “五大建设”
统筹推进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７９６ )

部　 委　 篇

统战系统 ( ８０１ )

　 概况综述 ( ８０１ )

中央政法委机关 ( ８０３ )

　 概况综述 ( ８０３ )

中央网信办 ( ８０６ )

　 概况综述 ( ８０６ )

　 特色活动 ( ８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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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 “争做中国好网民” 工程 ( ８０８ )
　 开展 “网络公益工程” ( ８０９ )
　 开展 “清朗” 系列专项行动 ( ８０９ )

司法系统 ( ８１０ )

　 概况综述 ( ８１０ )

　 特色活动 ( ８１３ )
　 发布典型案例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 ８１３ )
　 上线开通 “法信” 平台　 服务国家法治建设 ( ８１４ )
　 小故事阐释大道理　 小人物演出大情怀 ( ８１５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８１６ )

　 概况综述 ( ８１６ )

教育系统 ( ８１９ )

　 概况综述 ( ８１９ )

　 特色活动 ( ８２３ )
　 “网络文明进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 ( ８２３ )
　 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 ( ８２３ )
　 “大学悦读阅读大学” 系列活动 ( ８２３ )
　 首届全国学生 “学宪法　 讲宪法” 活动 ( ８２４ )
　 “千校手拉手” 活动 ( ８２４ )

民委系统 ( ８２５ )

　 概况综述 ( ８２５ )

　 特色活动 ( ８２９ )
　 举办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 ８２９ )

公安系统 ( ８３０ )

　 概况综述 ( ８３０ )

　 特色活动 ( ８３３ )
　 创建全国 “公安楷模” 宣传发布平台 ( ８３３ )
　 组织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改革创新大赛 ( ８３４ )
　 组织公安文艺小分队赴基层慰问演出 ( ８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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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系统 ( ８３６ )

　 概况综述 ( ８３６ )

环境保护系统 ( ８４０ )

　 概况综述 ( ８４０ )

　 特色活动 ( ８４３ )
　 深入开展生态环保重点工作创新系列大讨论 ( ８４３ )

水利系统 ( ８４４ )

　 概况综述 ( ８４４ )

农业系统 ( ８４７ )

　 概况综述 ( ８４７ )

　 特色活动 ( ８４９ )
　 与扶贫点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 ８４９ )

中国人民银行 ( ８５１ )

　 概况综述 ( ８５１ )

　 特色活动 ( ８５４ )
　 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 ( ８５４ )
　 开展文明单位 “精细化” 创建 ( ８５５ )
　 组织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 ( ８５５ )

中央企业系统 ( ８５７ )

　 概况综述 ( ８５７ )

　 特色活动 ( ８５９ )
　 征集推广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 ８５９ )

海关系统 ( ８６１ )

　 概况综述 ( ８６１ )

税务系统 ( ８６５ )

　 概况综述 ( ８６５ )

　 特色活动 ( ８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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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开展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 ( ８６７ )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系统 ( ８６９ )

　 概况综述 ( ８６９ )

　 特色活动 ( ８７０ )
　 “书香质检” 阅读活动 ( ８７０ )

体育系统 ( ８７２ )

　 概况综述 ( ８７２ )

中国社科院 ( ８７５ )

　 概况综述 ( ８７５ )

保监会系统 ( ８７８ )

　 概况综述 ( ８７８ )

工会系统 ( ８８１ )

　 特色活动 ( ８８１ )
　 广泛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主题教育活动 ( ８８１ )
　 大力加强职工职业道德建设 ( ８８１ )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 ８８２ )

共青团系统 ( ８８３ )

　 概况综述 ( ８８３ )

　 特色活动 ( ８８５ )
　 建设 “青年之声” 网络互动社交平台 ( ８８５ )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 ８８５ )
　 争做 “中国青年好网民”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 ８８６ )

妇联系统 ( ８８７ )

　 概况综述 ( ８８７ )

　 特色活动 ( ８８９ )
　 开展 “巾帼心向党扬帆新征程” 学习教育活动 ( ８８９ )
　 创新开展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计划 ( ８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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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 ( ８９１ )

　 概况综述 ( ８９１ )

　 特色活动 ( ８９３ )
　 深入推进全国文艺骨干大培训 ( ８９３ )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 ( ８９３ )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 ( ８９３ )

中国作家协会 ( ８９５ )

　 概况综述 ( ８９５ )

　 特色活动 ( ８９９ )
　 中国作协举办 “春之和声文学作品朗诵会” ( ８９９ )

中国科协 ( ９００ )

　 概况综述 ( ９００ )

中国残联 ( ９０４ )

　 概况综述 ( ９０４ )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 ９０８ )

　 概况综述 ( ９０８ )

　 特色活动 ( ９１０ )
　 红十字志愿服务 ( ９１０ )
　 博爱家园项目 ( ９１１ )
　 红十字天使计划 ( ９１１ )

中国关工委 ( ９１３ )

　 概况综述 ( ９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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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篇

北京市

　 概况综述 ( ９１９ )

　 特色活动 ( ９２１ )
　 “为榜样点赞　 集徽章有礼” 网络互动活动 ( ９２１ )
　 “爸妈教我这样做” 家风传承齐分享 ( ９２２ )
　 身边好人图片亮相北京国际摄影周 ( ９２３ )
　 “我们的中国梦———我的梦想” 多彩邮票我来画活动 ( ９２３ )

天津市

　 概况综述 ( ９２４ )

　 特色活动 ( ９２８ )
　 开通全国首家公益广播 ( ９２８ )
　 乡村学校少年宫走上大舞台 ( ９２８ )
　 创建电影公益放映平台 ( ９２９ )
　 探索建立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 ( ９２９ )

河北省

　 概况综述 ( ９３１ )

　 特色活动 ( ９３４ )
　 “善行河北河北好人” 评选活动 ( ９３４ )
　 农村 “十个一” 创建活动 ( ９３４ )
　 “与文明同行　 志愿者在行动” 主题活动 ( ９３５ )
　 “百场儿童剧进校园” 活动 ( ９３５ )

山西省

　 概况综述 ( ９３６ )

　 特色活动 ( ９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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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采用 “三结合” 方式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培训 ( ９３７ )
　 临汾市深挖道德典型 ( ９３８ )

内蒙古自治区

　 概况综述 ( ９３９ )

　 特色活动 ( ９４２ )
　 包头市文明单位结对扶贫 ( ９４２ )
　 鄂尔多斯市用机制选树典型用真情厚待典型 ( ９４３ )
　 乌海市以 “四动” 为抓手　 提升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 ９４４ )
　 弘扬 “六德” 文化ꎬ 建设 “德善赤峰” 主题实践活动 ( ９４４ )

辽宁省

　 概况综述 ( ９４６ )

　 特色活动 ( ９４９ )
　 大连市以 “爱＋” 新型公益模式汇聚正能量 ( ９４９ )
　 辽阳市文明城市创建驶入快车道 ( ９５０ )

吉林省

　 概况综述 ( ９５１ )

　 特色活动 ( ９５４ )
　 吉林省 “清洁家园、 美丽吉林” 村屯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 ９５４ )
　 吉林市创办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中心 ( ９５５ )
　 洮南市发起 “日行一善” 全民公益活动 ( ９５５ )
　 吉林市丰满区开展 “文明创建ꎬ 红火过年” 主题活动 ( ９５６ )

黑龙江省

　 概况综述 ( ９５７ )

　 特色活动 ( ９５９ )
　 开展 “讲好核心价值观系列故事” 活动 ( ９５９ )
　 佳木斯市组织 “家风家训传立行动” ( ９５９ )
　 大兴安岭地区推进志愿服务精准扶贫 ( ９６０ )

上海市

　 概况综述 ( ９６２ )

　 特色活动 ( ９６３ )

５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上海市文明交通创建专项行动 ( ９６３ )
　 上海市民修身行动全面启动 ( ９６４ )
　 上海高中生志愿服务 (公益劳动) 计入课时 ( ９６５ )
　 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 “完善 １００ 家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民生服务功能” ( ９６５ )
　 “少年中国梦” 励志讲堂系列专题活动 ( ９６６ )

江苏省

　 概况综述 ( ９６８ )

　 特色活动 ( ９７１ )
　 江苏举办首届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 ( ９７１ )
　 江苏持续推进道德讲堂创新发展 ( ９７１ )
　 江苏广泛开展美育主题实践活动 ( ９７２ )
　 南通市着力推进诚信示范街区建设 ( ９７３ )

浙江省

　 概况综述 ( ９７４ )

　 特色活动 ( ９７５ )
　 浙江省广泛开展 “迎接 Ｇ２０ 人人讲文明” 活动 ( ９７５ )
　 浙江省建立健全道德模范关爱机制 ( ９７６ )
　 浙江省开展暑期大学生创设墙体公益广告实践活动 ( ９７７ )

安徽省

　 概况综述 ( ９７８ )

　 特色活动 ( ９７９ )
　 黄山市休宁县创立 “垃圾兑换超市” ( ９７９ )
　 铜陵市铜官区 “道德银行” 打造志愿服务回馈体系 ( ９７９ )
　 安庆市开展 “联勤执法” ( ９８０ )
　 宿州市泗县推广乡贤志愿工作站 ( ９８１ )

福建省

　 概况综述 ( ９８２ )

　 特色活动 ( ９８５ )
　 福建省推行 “八不” 行为规范、 做文明公民活动 ( ９８５ )
　 厦门市打造 “社区书院” 品牌 ( ９８５ )
　 漳州市实施 “五古丰登” 行动 ( ９８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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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市开展 “网络求真” 活动 ( ９８６ )
　 龙岩市 “创城大妈” 志愿服务在行动 ( ９８７ )

江西省

　 概况综述 ( ９８８ )

　 特色活动 ( ９９３ )
　 江西省大力关爱身边好人 ( ９９３ )
　 江西省精心打造少儿文艺品牌 ( ９９３ )

山东省

　 概况综述 ( ９９５ )

　 特色活动 ( ９９７ )
　 移风易俗全面铺开、 形成热潮 ( ９９７ )
　 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有序推进 ( ９９７ )
　 举办山东省第三届 “国学小名士” 经典诵读电视大赛 ( ９９８ )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乡镇全覆盖 ( ９９８ )

河南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００)

　 特色活动 (１００２)
　 河南省用公益广告弘扬正能量涵养新风尚 (１００２)
　 河南省以文明乡风建设助力脱贫攻坚 (１００２)
　 洛阳市打造特色乡村学校少年宫 (１００３)
　 南阳师范学院精心打造水源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 (１００３)

湖北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０５)

　 特色活动 (１００７)
　 湖北省开展县域文明指数测评 (１００７)
　 湖北完善省级文明单位创建管理机制 (１００８)
　 湖北省开展第六届文明诚信示范市场创建活动 (１００８)
　 湖北省强力推进 “暑期集中行动” (１００９)

湖南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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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动 (１０１２)
　 湘潭市开展 “你我共创建” 主题活动 (１０１２)
　 怀化市力推乡风文明淳化工程 (１０１３)
　 郴州市开展 “童心追梦向上向善” 道德实践活动 (１０１４)
　 常德市开展 ２０１６ 年感动常德十大人物评选活动 (１０１４)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抓好市民学校建设 (１０１４)

广东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１５)

　 特色活动 (１０１７)
　 广州市大力开展家庭文明创建 (１０１７)
　 珠海市 “社工＋义工” 式志愿服务 (１０１８)
　 惠州市着力建设 “好人之城” (１０１８)
　 河源市挖掘传承乡贤文化 (１０１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１０２１)

　 特色活动 (１０２４)
　 自治区成立少年宣讲团 (１０２４)
　 来宾市发展新乡贤文化 (１０２４)
　 梧州市 “圆梦 １＋１” 爱心助学大行动 (１０２５)
　 南宁市抓实志愿服务制度化 (１０２５)

海南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２７)

　 特色活动 (１０２９)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１０２９)
　 三亚支教志愿者 (１０３０)
　 澄迈县 “家家乐” 活动丰富 (１０３０)

重庆市

　 概况综述 (１０３２)

　 特色活动 (１０３６)
　 开展 “美丽乡村善美巴渝” 活动 (１０３６)
　 开展 “九童圆梦” 春节行动 (１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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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 “我们一起奔小康” 扶贫志愿服务行动 (１０３７)
　 开展 “重庆志愿服务季” 系列活动 (１０３８)
　 开展 “红樱桃” 行动 (１０３９)

四川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４０)

　 特色活动 (１０４２)
　 德阳市 “四微” 工作法推进刘家院子 “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 (１０４２)
　 眉州市诵读中华经典　 构筑精神家园 (１０４２)
　 内江市市中区弘扬和传承中华书画文化基因 (１０４３)
　 宜宾市兴文县 “１２３５” 创新开展 “互联网＋文明城市创建” (１０４３)

贵州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４５)

　 特色活动 (１０４８)
　 贵阳市世纪城社区创新智慧社区管理 (１０４８)
　 安顺市 “爱在安顺　 情暖万家”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１０４９)
　 黔西南州 “五个统筹” 　 建设文明乡风 (１０４９)

云南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５０)

　 特色活动 (１０５３)
　 芒市培育节俭新风　 建设美丽村寨 (１０５３)
　 腾冲市传好家训建好家风 (１０５４)
　 曲靖市 “五个一” 抓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１０５４)

西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１０５６)

　 特色活动 (１０５９)
　 “情暖高原文明之行” 志愿服务活动 (１０５９)
　 组织开展全区 “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人” 诵读比赛 (１０５９)
　 在全区开展 “向国旗敬礼” 活动 (１０６０)

陕西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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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动 (１０６４)
　 宝鸡市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　 倡导节俭办婚丧 (１０６４)
　 咸阳市建立 “流动红黑牌” 机制 (１０６５)
　 汉中市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活动 (１０６５)
　 旬阳县开展 “说论亮帮” 道德评议活动 (１０６６)

甘肃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６７)

　 特色活动 (１０７０)
　 甘肃省文明办以 “八个一” 项目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１０７０)
　 兰州市文明 “头条号” 引领网络文明传播新风尚 (１０７０)
　 嘉峪关市倾情打造 “３６５” 志愿服务品牌 (１０７１)
　 天水市创新道德模范宣传方式 (１０７２)
　 庆阳市正宁县着力搭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新平台 (１０７２)

青海省

　 概况综述 (１０７４)

　 特色活动 (１０７６)
　 省交通运输行业打造省级文明行业 (１０７６)
　 青海省扎实推进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 (１０７７)
　 西宁市实施 “清洁西宁” 品牌建设行动 (１０７８)
　 海北藏族自治州以 “八个一” 深化 “美德乡村” 创建 (１０７８)

宁夏回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１０８０)

　 特色活动 (１０８２)
　 开展 “美丽宁夏文明旅游” 系列宣传活动 (１０８２)
　 银川市 “全民公益日” 行动 (１０８３)
　 吴忠市利通区富荣社区打造 “四个一” 示范社区 (１０８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１０８５)

　 特色活动 (１０８８)
　 “道德模范走基层” 宣讲活动 (１０８８)
　 “大美新疆大爱故事” 讲故事大赛活动 (１０８９)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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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台县开展全民公益活动 (１０８９)
　 泽普县围绕三个 “美起来” 提升农村精神文明水平 (１０９０)
　 博乐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１０９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概况综述 (１０９２)

　 特色活动 (１０９４)
　 十二师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社区 (１０９４)
　 五师八十九团 “四抓四促” 提升居民文明素质 (１０９５)

大　 事　 记

１ 月 ５—６ 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１０９９)

１ 月 ５—６ 日　 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在京召开 (１０９９)

１ 月２０ 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牵头ꎬ ４４ 家单位联合签署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１０９９)

１ 月 ２６ 日　 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 (１０９９)

１ 月 ２７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 (１０９９)

１ 月底 ２ 月初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组织广泛开展慰问帮扶
道德模范活动 (１０９９)

１ 月１８ 日　 中央文明办要求在春节期间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 (１０９９)

２ 月１９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１１００)

２ 月２５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全国妇联主办的 “最美家庭讲好家训”
万场巡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江苏省徐州市举行 (１１００)

２ 月２６ 日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召开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工作推进会 (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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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月２９ 日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１０ 位学雷锋
“最美人物” 的先进事迹 (１１００)

４ 月１９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１１００)

４ 月２７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全国总工会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 １０ 位 “最美职工” 的先进事迹 (１１００)

５ 月 １２ 日　 中宣部在深圳召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文化改革发展座谈会 (１１０１)

５ 月１６ 日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在浙江省义乌市召开 “建设核心价值ꎬ
构建诚信社会” 现场交流会 (１１０１)

５ 月１７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
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１１０１)

５ 月２６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李保国和
万少华的先进事迹 (１１０１)

６ 月６ 日　 联合印发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关于组织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９５ 周年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１１０１)

６ 月上旬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１１０１)

６ 月８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教育部、 财政部、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印发 «关于支持和发展
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１１０２)

６ 月１６ 日　 中宣部在重庆召开 “培育良好家风ꎬ 践行核心价值”
现场交流会 (１１０２)

７ 月８ 日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在四川绵阳市召开
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推进会 (１１０２)

７ 月 ９ 日　 中央文明办召开全国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 (１１０２)

７ 月１４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李守江和
骆抗先的先进事迹 (１１０２)

７ 月２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 基层巡演启动仪式暨
首场演出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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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３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张超和
张楠的先进事迹 (１１０３)

８ 月１８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诚信之星” 的先进事迹 (１１０３)

８ 月２２—２３ 日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全国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１１０３)

８ 月 ２５ 日　 中央文明委印发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 (１１０３)

９ 月６ 日　 “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记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红色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建龙岩长汀启动 (１１０３)

９ 月７ 日　 “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 (１１０３)

９ 月１９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在北京举办第十二届
中国公民道德论坛 (１１０３)

９ 月中下旬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总结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１１０４)

１０ 月１２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１１ 部门下发关于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
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的通知 (１１０４)

１０ 月２１ 日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 (１１０４)

１１ 月１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
同新任县委宣传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 (１１０４)

１１ 月１４日　 发布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１１０４)

１１ 月２８ 日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召开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 (１１０４)

１１ 月３０ 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家
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１１０４)

１２ 月４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印发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 (１１０５)

１２ 月７—８ 日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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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９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ꎬ 要求
２０１７ 年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 (１１０５)

１２ 月１２ 日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１１０５)

１２ 月下旬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７ 年
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１１０５)

１２ 月２５ 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ꎬ指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１１０５)

１２ 月２６ 日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不忘初心的好民警
陈清洲的先进事迹 (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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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是 “十三五” 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ꎬ 是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成果丰硕的一年ꎮ 一年

来ꎬ 各级文明办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ꎬ 贯彻落实刘云山、 刘奇葆、 刘延东

同志重要指示精神ꎬ 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决策

部署ꎬ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树

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ꎬ 着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ꎬ 着力深化

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 “五大创建” 活动ꎬ 有力促进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向前发展ꎬ 有力推动国民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ꎮ
一、 明确指导思想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 ２１ 世纪马克

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现实的体现ꎮ 党

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 文艺工作座谈会、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 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ꎬ 以及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第四届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 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代表和对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

出重要批示ꎬ 都对做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系统的重要论述ꎮ 各地各

级文明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ꎬ 尤其是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

论述方面精学精进、 学用结合ꎬ 切实用讲话精神

统一思想行动ꎬ 指导实际工作ꎬ 推动开创精神文

明建设新局面、 实现精神文明建设新发展ꎮ
二、 组织评选表彰ꎬ 深入推进家庭文明

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以中央文明委名义印发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

设的意见» 和 «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

办法»ꎬ 部署深化家庭文明建设ꎮ 组织开展第

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ꎬ 严格按照群众举

荐、 遴选审核、 媒体公示等规范程序ꎬ 评出

３００ 户全国文明家庭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

表ꎬ 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强调要重视家庭文明建

设ꎬ 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

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ꎬ 成为人们梦想

起航的地方ꎻ 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

明建设ꎬ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 相亲相爱、 向上

向善、 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ꎮ
刘云山同志在表彰大会上指出ꎬ 要认真学习领

会、 很好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ꎬ 用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指导家庭文明建设ꎬ 坚持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文明建设ꎬ 突出家庭

文明建设的重点和着力点ꎬ 充分发挥重点人群

示范带头作用ꎬ 努力营造家庭文明建设的良好

社会环境ꎮ
三、 加强动态管理ꎬ 文明城市创建日趋经

常化

牢牢抓住文明城市创建这个群众性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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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创建活动的龙头工程ꎬ 进一步加强对全国文

明城市和提名城市的动态管理和督促指导ꎮ 中

央文明办印发 «关于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城市

深化创建工作、 保持创建经常化的通知»ꎬ 提

出工作要求ꎬ 明确具体举措ꎬ 引导各地紧紧围

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ꎬ 认真贯彻中

央城市工作会议决策部署ꎬ 站在 “十三五” 新

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ꎮ 组织全

国文明城市暗访督查ꎬ 抽取 １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

(区)ꎬ 采取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定时间

的方式进行督促检查ꎬ 着重发现各地创建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推动全国文明城市补齐工

作短板、 克服形式主义、 保持创建常态ꎮ 修

订完善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和 «操作手册»ꎬ 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和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年度测评ꎬ 改进测评方

法ꎬ 完善测评程序ꎬ 确保测评结果公平公正ꎮ
加强县级文明城市创建的总体设计和宏观规

划ꎬ 指导推动各地加大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力

度ꎮ 严格执行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

措施 (负面清单) »ꎬ 通报停止 ５ 个城市的全

国文明城市资格ꎬ 强化问题导向ꎬ 完善退出

机制ꎬ 确保全国文明城市的权威性和公信力ꎮ
根据刘奇葆同志关于加强对广东东莞市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的指导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中央

文明办对东莞市创建工作进行调研ꎬ 明察暗

访ꎬ 重点督导ꎬ 促使东莞不断提高创建水平ꎬ
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ꎮ 针对云南、 青海、
海南省目前还没有全国文明城市的现状ꎬ 中

央文明办专门到三省调研督查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ꎬ 与省委宣传部、 文明委、 文明办的同

志一起分析创建情况ꎬ 查找存在问题ꎬ 研究

改进工作的办法举措ꎮ 此外ꎬ 结合北京市建

设城市副中心、 筹备冬奥会的工作ꎬ 中央文

明办到北京市通州区和延庆区专题调研ꎬ 指

导文明城区的建设工作ꎮ 这些点面结合的创

新工作ꎬ 是全方位加强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

理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今后将成为常态ꎮ

四、 注重移风易俗ꎬ 不断深化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

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事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工程、 民心工程ꎬ 下大力气抓紧

抓好ꎮ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刘云山、 刘奇葆同

志重要指示精神ꎬ 召开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

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ꎬ 刘奇葆同志出席会议并

作重要讲话ꎬ 明确提出把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

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ꎬ 依托文明村镇创建形成鲜明导向ꎬ 依托传

统节日弘扬文明风尚ꎬ 依托重点人群抓好示范

带动ꎬ 大力倡导科学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ꎬ 破

除陈规陋习ꎬ 让文明新风融入农村生产生活的

各个方面ꎬ 推动形成良好乡风民风ꎮ 召开全国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ꎬ 黄坤明同

志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以乡风民风美起

来、 人居环境美起来、 文化生活美起来为目

标ꎬ 进一步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ꎬ 进一步增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和活力ꎬ 努力开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

认真贯彻这两个会议精神ꎬ 大力开展移风易俗

工作ꎬ 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ꎬ 着力提高农民

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ꎬ 有力推进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创新发展ꎮ
五、 加强制度建设ꎬ 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

化持续推进

召开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ꎬ 表

彰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四个 １００” 先

进典型ꎬ 引导激励人们把积极参与学雷锋志愿

服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ꎬ 使 “我为

人人、 人人为我” 蔚为风气ꎮ 中宣部、 中央文

明办、 民政部、 教育部、 财政部、 全国总工

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８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ꎬ 明确

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方向ꎬ 为志愿服务健康持

续深入发展奠定政策基础ꎮ 中宣部、 中央文明

办、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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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 ７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ꎬ 部署以公

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美术馆、 科技馆

和革命纪念馆为平台ꎬ 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志愿

服务点建设ꎬ 广泛吸引志愿者参加文化志愿服

务ꎮ 第一批共推出 ６１ 个馆ꎬ 大多数已挂牌工

作ꎮ 这两个文件对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

设ꎬ 不断拓展志愿服务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ꎬ 具

有重要意义ꎮ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这两个文件

要求ꎬ 推动全国志愿服务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新气象ꎮ
六、 打造工作品牌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取得新成效

认真贯彻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关于深入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紧紧围

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ꎬ 在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 提升学生文明素质、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上

下功夫ꎬ 大力弘扬良好校训校风ꎬ 开展文明班

级、 文明宿舍创建ꎬ 使文明校园成为精神文明

创建的又一响亮品牌ꎮ 召开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建设工作推进会ꎬ 总结交流工作经验ꎬ 启动

“十三五”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ꎬ 全年拨

付资金 ６ ８ 亿元ꎬ 新建 １６３６ 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ꎬ 带动一批地方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ꎮ 举

办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培训班ꎬ 加强工作指

导ꎬ 引导各地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ꎮ
七、 扎实部署推进ꎬ 公益广告制作刊播力

度不断加大

积极推进公益广告法律规章建设ꎬ 会同国

家工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

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６ 部门制定颁布 «公益广

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为公益广告宣传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ꎮ 召开全国公益广告

工作推进会ꎬ 总结交流经验ꎬ 安排部署工作ꎬ
指导推动各地各部门明确宣传主题ꎬ 加强创意

设计ꎬ 扩大刊播覆盖ꎬ 建立长效机制ꎮ 各地各

部门认真贯彻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

法»ꎬ 贯彻落实全国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精神ꎬ
将公益广告作为各项创建活动的 “基本动作”ꎬ
推动公益广告遍及各类媒体媒介ꎬ 覆盖城市公

共空间ꎬ 形成强大宣传声势ꎬ 有效发挥了普及

主流价值、 传播文明理念、 引领时代新风的重

要作用ꎮ
八、 加强宏观规划ꎬ 起草制定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性文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

神文明建设ꎬ 明确要求研究制定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ꎮ 为了起草好这个

文件ꎬ 起草组深入东中西部地区开展专题调

研ꎬ 总结工作经验ꎬ 广泛听取意见ꎬ 明确文件

要解决的问题和阐述的重点ꎮ 同时ꎬ 中央文明

委各成员单位和各省 (区、 市) 文明办也围绕

文件起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ꎬ 对近年来有关工

作情况进行归纳梳理ꎬ 形成有情况有建议有参

考价值的调研报告ꎮ 起草组在综合吸收各方面

调研成果的基础上ꎬ 形成了 «关于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 稿ꎬ 提交中央

文明委全体会议审议ꎮ
总之ꎬ ２０１６ 年精神文明建设有新思路新举

措ꎬ 取得了新成效ꎬ 展现出新面貌ꎬ 在服从服

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上ꎬ 在改善城乡环境面

貌、 塑造良好社会风气上ꎬ 在提高国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上ꎬ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ꎬ 实现了 “十三五” 良好开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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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２ 月 １９ 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ꎮ 他强调ꎬ 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ꎬ 是治国理

政、 定国安邦的大事ꎬ 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

展ꎬ 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ꎬ 坚持党的

领导ꎬ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ꎬ 尊重新闻传播规律ꎬ 创新方法手

段ꎬ 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 引导力、
影响力、 公信力ꎮ

习近平指出ꎬ 长期以来ꎬ 中央主要媒体与

党和人民同呼吸、 与时代共进步ꎬ 积极宣传马

克思主义真理、 宣传党的主张、 反映群众呼

声ꎬ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央主要媒体

突出宣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

中全会精神ꎬ 阐释党中央重大决策和工作部

署ꎬ 反映人民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ꎬ 唱响了主

旋律ꎬ 传播了正能量ꎬ 有力激发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

结奋斗的强大力量ꎮ
习近平强调ꎬ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ꎬ 事

关旗帜和道路ꎬ 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ꎬ 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ꎬ
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ꎬ 事关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ꎮ 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

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ꎬ 做到思想上高度重

视、 工作上精准有力ꎮ

习近平指出ꎬ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ꎬ 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 高举旗帜、 引领

导向ꎬ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团结人民、 鼓舞

士气ꎬ 成风化人、 凝心聚力ꎬ 澄清谬误、 明辨

是非ꎬ 联接中外、 沟通世界ꎮ 要承担起这个职

责和使命ꎬ 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ꎬ 牢牢

坚持党性原则ꎬ 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ꎬ
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ꎬ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

为主ꎮ
习近平强调ꎬ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

原则ꎬ 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

导ꎮ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

地ꎬ 必须姓党ꎮ 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

作ꎬ 都要体现党的意志、 反映党的主张ꎬ 维护

党中央权威、 维护党的团结ꎬ 做到爱党、 护

党、 为党ꎻ 都要增强看齐意识ꎬ 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ꎻ 都要坚持党

性和人民性相统一ꎬ 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ꎬ 及时把人民群众

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ꎬ 丰富

人民精神世界ꎬ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ꎮ 新闻观是

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ꎮ 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教育ꎬ 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

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社会

进步的推动者、 公平正义的守望者ꎮ
习近平指出ꎬ 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 各

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ꎮ 各级党报党

刊、 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ꎬ 都市类报刊、 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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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要讲导向ꎻ 新闻报道要讲导向ꎬ 副刊、 专

题节目、 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ꎻ 时政新闻要讲

导向ꎬ 娱乐类、 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ꎻ 国内

新闻报道要讲导向ꎬ 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

导向ꎮ
习近平强调ꎬ 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

主ꎬ 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ꎮ
做好正面宣传ꎬ 要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ꎮ 真实性

是新闻的生命ꎮ 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ꎬ 既准确

报道个别事实ꎬ 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

事物的全貌ꎮ 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ꎮ 新

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 直面社会丑

恶现象ꎬ 激浊扬清、 针砭时弊ꎬ 同时发表批评性

报道要事实准确、 分析客观ꎮ
习近平指出ꎬ 随着形势发展ꎬ 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 内容、 体裁、 形式、 方

法、 手段、 业态、 体制、 机制ꎬ 增强针对性和

实效性ꎮ 要适应分众化、 差异化传播趋势ꎬ 加

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ꎮ 要推动融合发展ꎬ 主

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ꎮ 要抓住时机、 把握节

奏、 讲究策略ꎬ 从时度效着力ꎬ 体现时度效要

求ꎮ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 增强国际话语

权ꎬ 集中讲好中国故事ꎬ 同时优化战略布局ꎬ
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ꎮ

习近平强调ꎬ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ꎬ
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ꎮ 要加快培养造就一

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 作风优良、 党和人民

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ꎮ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

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ꎬ 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中找准坐标定位ꎬ 牢记社会责任ꎬ 不断解决好

“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 这个根本问题ꎮ
要提高业务能力ꎬ 勤学习、 多锻炼ꎬ 努力成为

全媒型、 专家型人才ꎮ 要转作风改文风ꎬ 俯下

身、 沉下心ꎬ 察实情、 说实话、 动真情ꎬ 努力

推出有思想、 有温度、 有品质的作品ꎮ 要严格

要求自己ꎬ 加强道德修养ꎬ 保持一身正气ꎮ 要

深化新闻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ꎬ 对新闻舆论

工作者在政治上充分信任、 工作上大胆使用、
生活上真诚关心、 待遇上及时保障ꎮ

习近平指出ꎬ 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

作的领导ꎬ 是新闻舆论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根

本保证ꎮ 各级党委要自觉承担起政治责任和领

导责任ꎮ 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

力ꎬ 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 了解社情民

意、 发现矛盾问题、 引导社会情绪、 动员人民

群众、 推动实际工作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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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习近平

今天ꎬ 我们召开一个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座谈会ꎮ 这个会ꎬ 我一直想开ꎮ 党的十八大

以来ꎬ 我国互联网事业快速发展ꎬ 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扎实推进ꎬ 取得显著进步和成绩ꎬ
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ꎮ 召开这次座谈

会ꎬ 就是要当面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ꎬ 共同探

讨一些措施和办法ꎬ 以利于我们把工作做得

更好ꎮ
刚才ꎬ 几位同志讲得很好ꎬ 分析了当前互

联网发展新情况新动向ꎬ 介绍了信息化发展新

技术新趋势ꎬ 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ꎬ 听了

很受启发ꎮ 你们的发言ꎬ 体现了务实的态度、
创新的精神、 强烈的责任感ꎬ 也体现了在互联

网领域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ꎬ 对我们改进工

作很有帮助ꎮ 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ꎬ 能吸收的尽量吸收ꎮ 下面ꎬ 我谈几点

意见ꎬ 同大家交流ꎮ
第一个问题ꎬ 讲讲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

展ꎬ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

听了大家发言ꎬ 我有一个总的感觉ꎬ 就是

对互联网来说ꎬ 我国虽然是后来者ꎬ 接入国际

互联网只有 ２０ 多年ꎬ 但我们正确处理安全和发

展、 开放和自主、 管理和服务的关系ꎬ 推动互

联网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ꎮ 现在ꎬ 互联网

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 工作、 生活的新空间ꎬ
越来越成为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ꎮ 我国有 ７
亿网民ꎬ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ꎬ 也是一个了

不起的成就ꎮ
从社会发展史看ꎬ 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

工业革命ꎬ 正在经历信息革命ꎮ 农业革命增强

了人类生存能力ꎬ 使人类从采食捕猎走向栽种

畜养ꎬ 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ꎮ 工业革命拓

展了人类体力ꎬ 以机器取代了人力ꎬ 以大规模

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ꎮ 而信息

革命则增强了人类脑力ꎬ 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

的飞跃ꎬ 对国际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生

态、 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ꎬ 我国发展的目标是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ꎮ 我说过ꎬ 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ꎬ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

民最伟大的梦想ꎬ 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

本利益ꎮ 今天ꎬ 我们 １３ 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

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ꎮ
我国曾经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ꎬ 后来在欧

洲发生工业革命、 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ꎬ
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ꎬ 逐渐落到了

被动挨打的境地ꎮ 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ꎬ 中华

民族更是陷入积贫积弱、 任人宰割的悲惨状

况ꎮ 想起这一段历史ꎬ 我们心中都有刻骨铭心

的痛ꎮ 经过几代人努力ꎬ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

近ꎬ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有信心、 更有能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这是中华民族的一

个重要历史机遇ꎬ 我们必须牢牢抓住ꎬ 决不能

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ꎮ 这就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历史责任ꎬ 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ꎬ
是对前人的责任ꎬ 也是对后人的责任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ꎬ 这是在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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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 深入分析国内外发

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ꎬ 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ꎮ 按照新发展

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ꎬ 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ꎮ 古人说:
“随时以举事ꎬ 因资而立功ꎬ 用万物之能而获

利其上ꎮ” 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要适应这个大趋

势ꎮ 总体上说ꎬ 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
新的发展方向ꎬ 应该也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

上先行一步ꎮ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ꎬ 新常态要有新

动力ꎬ 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ꎮ 我们实

施 “互联网＋” 行动计划ꎬ 带动全社会兴起了

创新创业热潮ꎬ 信息经济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中的占比不断攀升ꎮ 当今世界ꎬ 信息化发展很

快ꎬ 不进则退ꎬ 慢进亦退ꎮ 我们要加强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ꎬ 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ꎬ 打通经

济社会发展的信息 “大动脉”ꎮ 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 “十三五” 规划纲要都对实施网络强

国战略、 “互联网＋” 行动计划、 大数据战略等

作了部署ꎬ 要切实贯彻落实好ꎬ 着力推动互联

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ꎬ 以信息流带动技

术流、 资金流、 人才流、 物资流ꎬ 促进资源配

置优化ꎬ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ꎬ 为推动创新

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发挥

积极作用ꎮ
网信事业要发展ꎬ 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ꎮ 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一个重要观点ꎮ 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ꎬ 加快

信息化服务普及ꎬ 降低应用成本ꎬ 为老百姓提

供用得上、 用得起、 用得好的信息服务ꎬ 让亿

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

感ꎮ 相比城市ꎬ 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

们的短板ꎮ 要加大投入力度ꎬ 加快农村互联网

建设步伐ꎬ 扩大光纤网、 宽带网在农村的有效

覆盖ꎮ 可以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

大文章ꎬ 发展智能制造ꎬ 带动更多人创新创

业ꎻ 可以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ꎬ 提高农业

生产智能化、 经营网络化水平ꎬ 帮助广大农民

增加收入ꎻ 可以发挥互联网优势ꎬ 实施 “互联

网＋教育”“互联网＋医疗” “互联网＋文化” 等ꎬ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ꎻ 可以发挥互联网在

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ꎬ 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

脱贫ꎬ 让更多困难群众用上互联网ꎬ 让农产品

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ꎬ 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

受优质教育ꎻ 可以加快推进电子政务ꎬ 鼓励各

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壁垒、 提升服务效率ꎬ 让

百姓少跑腿、 信息多跑路ꎬ 解决办事难、 办事

慢、 办事繁的问题ꎬ 等等ꎮ 这些方面有很多事

情可做ꎬ 一些互联网企业已经做了尝试ꎬ 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有专家提出ꎬ 我们的国家治理中存在信息

共享、 资源统筹、 工作协调不够等问题ꎬ 制约

了国家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ꎮ 这个问题要

深入研究ꎮ 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ꎬ 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ꎬ 要

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ꎮ 要以信息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统筹发

展电子政务ꎬ 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ꎬ 分级

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ꎬ 打通信息壁垒ꎬ
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ꎬ 更好用信息化手

段感知社会态势、 畅通沟通渠道、 辅助科学

决策ꎮ
第二个问题ꎬ 讲讲建设网络良好生态ꎬ 发

挥网络引导舆论、 反映民意的作用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ꎬ 亿万网民

在上面获得信息、 交流信息ꎬ 这会对他们的求

知途径、 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ꎬ
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 对社会、 对工作、 对

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ꎮ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ꎬ 需要全社

会方方面面同心干ꎬ 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

处想、 劲往一处使ꎮ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

想ꎬ 没有共同目标ꎬ 没有共同价值观ꎬ 整天乱

哄哄的ꎬ 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ꎮ 我国有 １３ 亿多

人ꎬ 如果弄成那样一个局面ꎬ 就不符合人民利

益ꎬ 也不符合国家利益ꎮ
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ꎬ 大家要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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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ꎬ 网上网下要形成同

心圆ꎮ 什么是同心圆? 就是在党的领导下ꎬ 动

员全国各族人民ꎬ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ꎬ 共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ꎮ
古人说: “知屋漏者在宇下ꎬ 知政失者在

草野ꎮ” 很多网民称自己为 “草根”ꎬ 那网络就

是现在的一个 “草野”ꎮ 网民来自老百姓ꎬ 老

百姓上了网ꎬ 民意也就上了网ꎮ 群众在哪儿ꎬ
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ꎬ 不然怎么联系

群众呢?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

网络走群众路线ꎬ 经常上网看看ꎬ 潜潜水、 聊

聊天、 发发声ꎬ 了解群众所思所愿ꎬ 收集好想

法好建议ꎬ 积极回应网民关切、 解疑释惑ꎮ 善

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 开展工作ꎬ 是新形势下

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ꎮ 各级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ꎮ
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ꎬ 来自四面八方ꎬ

各自经历不同ꎬ 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

的ꎬ 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
说得那么对ꎮ 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ꎬ 对建设性

意见要及时吸纳ꎬ 对困难要及时帮助ꎬ 对不了

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ꎬ 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

清ꎬ 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ꎬ 对错误看法要及

时引导和纠正ꎬ 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

沟通的新平台ꎬ 成为了解群众、 贴近群众、 为

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ꎬ 成为发扬人民民主、
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ꎮ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ꎮ 网

络空间天朗气清、 生态良好ꎬ 符合人民利益ꎻ
网络空间乌烟瘴气、 生态恶化ꎬ 不符合人民利

益ꎮ 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 诈骗、
攻击、 谩骂、 恐怖、 色情、 暴力的空间ꎮ 互联

网不是法外之地ꎮ 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

权ꎬ 煽动宗教极端主义ꎬ 宣扬民族分裂思想ꎬ
教唆暴力恐怖活动ꎬ 等等ꎬ 这样的行为要坚决

制止和打击ꎬ 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ꎮ 利用网络

进行欺诈活动ꎬ 散布色情材料ꎬ 进行人身攻

击ꎬ 兜售非法物品ꎬ 等等ꎬ 这样的言行也要坚

决管控ꎬ 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ꎮ 没有哪个国家

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ꎮ 我们要本着对社

会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ꎬ 依法加强网络空

间治理ꎬ 加强网络内容建设ꎬ 做强网上正面宣

传ꎬ 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ꎬ 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

人心、 滋养社会ꎬ 做到正能量充沛、 主旋律高

昂ꎬ 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

正的网络空间ꎮ
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ꎬ 不是说只能有一

个声音、 一个调子ꎬ 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 颠

倒黑白、 造谣生事、 违法犯罪ꎬ 不能超越了宪

法法律界限ꎮ 我多次强调ꎬ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ꎬ 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挥舆论监督包

括互联网监督作用ꎮ 这一条ꎬ 各级党政机关和

领导干部特别要注意ꎬ 首先要做好ꎮ 对网上那

些出于善意的批评ꎬ 对互联网监督ꎬ 不论是对

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ꎬ
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ꎬ 我们不仅

要欢迎ꎬ 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ꎮ
第三个问题ꎬ 讲讲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

突破

２０ 多年来ꎬ 我国互联网发展取得的显著成

就中ꎬ 包括一批技术方面的成就ꎮ 目前ꎬ 在世

界互联网企业前 １０ 强中ꎬ 我们占了 ４ 席ꎮ 在第

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ꎬ 我去看了 “互联网

之光” 博览会ꎬ 来自全球的 ２５０ 多家企业展出

的 １０００ 多项新技术新成果中ꎬ 我们也占了不

少ꎬ 这令人高兴ꎮ 同时ꎬ 我们也要看到ꎬ 同世

界先进水平相比ꎬ 同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相

比ꎬ 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小差距ꎬ 特别是在

互联网创新能力、 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资源共

享、 产业实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ꎬ 其中最

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ꎮ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 “命门”ꎬ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ꎮ 一个互

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 市值再高ꎬ 如果核心

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ꎬ 供应链的 “命门” 掌握

在别人手里ꎬ 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

子ꎬ 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ꎬ 甚至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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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一击ꎮ 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ꎬ
保障互联网安全、 国家安全ꎬ 就必须突破核心

技术这个难题ꎬ 争取在某些领域、 某些方面实

现 “弯道超车”ꎮ
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ꎬ 就要有决心、 恒

心、 重心ꎮ 有决心ꎬ 就是要树立顽强拼搏、 刻

苦攻关的志气ꎬ 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ꎬ 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发ꎬ
集合精锐力量ꎬ 作出战略性安排ꎮ 有恒心ꎬ 就

是要制定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

要ꎬ 制定路线图、 时间表、 任务书ꎬ 明确近

期、 中期、 远期目标ꎬ 遵循技术规律ꎬ 分梯

次、 分门类、 分阶段推进ꎬ 咬定青山不放松ꎮ
有重心ꎬ 就是要立足我国国情ꎬ 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ꎬ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ꎬ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

场ꎬ 紧紧围绕攀登战略制高点ꎬ 强化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任务部署ꎬ 把方向搞清楚ꎬ 把重点

搞清楚ꎮ 否则ꎬ 花了很多钱、 投入了很多资

源ꎬ 最后南辕北辙ꎬ 是难以取得成效的ꎮ
什么是核心技术? 我看ꎬ 可以从 ３ 个方面

把握ꎮ 一是基础技术、 通用技术ꎮ 二是非对称

技术、 “撒手锏” 技术ꎮ 三是前沿技术、 颠覆

性技术ꎮ 在这些领域ꎬ 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

起跑线上ꎬ 如果能够超前部署、 集中攻关ꎬ 很

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ꎮ 我

国网信领域广大企业家、 专家学者、 科技人员

要树立这个雄心壮志ꎬ 要争这口气ꎬ 努力尽快

在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ꎮ 正所谓 “日
日行ꎬ 不怕千万里ꎻ 常常做ꎬ 不怕千万事”ꎮ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体系相对完善、 基础较

好ꎬ 在一些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ꎬ 市场空间很大ꎬ 有条件有能力在核心技术

上取得更大进步ꎬ 关键是要理清思路、 脚踏实

地去干ꎮ
第一ꎬ 正确处理开放和自主的关系ꎮ 互联

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ꎬ 推动国际社会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ꎮ 现

在ꎬ 有一种观点认为ꎬ 互联网很复杂、 很难治

理ꎬ 不如一封了之、 一关了之ꎮ 这种说法是不

正确的ꎬ 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ꎮ 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能关上ꎬ 也不会关上ꎮ 我们要鼓励和支

持我国网信企业走出去ꎬ 深化互联网国际交流

合作ꎬ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做到 “国
家利益在哪里ꎬ 信息化就覆盖到哪里”ꎮ 外国

互联网企业ꎬ 只要遵守我国法律法规ꎬ 我们都

欢迎ꎮ
现在ꎬ 在技术发展上有两种观点值得注

意ꎮ 一种观点认为ꎬ 要关起门来ꎬ 另起炉灶ꎬ
彻底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ꎬ 靠自主创新谋发

展ꎬ 否则总跟在别人后面跑ꎬ 永远追不上ꎮ 另

一种观点认为ꎬ 要开放创新ꎬ 站在巨人肩膀上

发展自己的技术ꎬ 不然也追不上ꎮ 这两种观点

都有一定道理ꎬ 但也都绝对了一些ꎬ 没有辩证

看待问题ꎮ 一方面ꎬ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ꎬ 最

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要立足自主创新、 自立自

强ꎮ 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ꎬ 有钱也买不来核心

技术ꎬ 必须靠自己研发、 自己发展ꎮ 另一方

面ꎬ 我们强调自主创新ꎬ 不是关起门来搞研

发ꎬ 一定要坚持开放创新ꎬ 只有跟高手过招才

知道差距ꎬ 不能夜郎自大ꎮ
我们不拒绝任何新技术ꎬ 新技术是人类文

明发展的成果ꎬ 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 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ꎬ 我们都不拒

绝ꎮ 问题是要搞清楚哪些是可以引进但必须安

全可控的ꎬ 哪些是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的ꎬ 哪些是可以同别人合作开发的ꎬ 哪些是必

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的ꎮ 核心技术的根

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ꎬ 基础研究搞不好ꎬ 应

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ꎮ
第二ꎬ 在科研投入上集中力量办大事ꎮ 近

年来ꎬ 我们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投的钱不少ꎬ 但

效果还不是很明显ꎮ 我看ꎬ 主要问题是好钢没

有用在刀刃上ꎮ 要围绕国家亟须突破的核心技

术ꎬ 把拳头攥紧ꎬ 坚持不懈做下去ꎮ
第三ꎬ 积极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化ꎮ 技术

要发展ꎬ 必须要使用ꎮ 在全球信息领域ꎬ 创新

链、 产业链、 价值链整合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

成败的关键ꎮ 核心技术研发的最终结果ꎬ 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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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技术报告、 科研论文、 实验室样品ꎬ 而应

是市场产品、 技术实力、 产业实力ꎮ 核心技术

脱离了它的产业链、 价值链、 生态系统ꎬ 上下

游不衔接ꎬ 就可能白忙活一场ꎮ
科研和经济不能搞成 “两张皮”ꎬ 要着力

推进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ꎮ 经过一定范

围论证ꎬ 该用的就要用ꎮ 我们自己推出的新技

术新产品ꎬ 在应用中出现一些问题是自然的ꎮ
可以在用的过程中继续改进ꎬ 不断提高质量ꎮ
如果大家都不用ꎬ 就是报一个课题完成报告ꎬ
然后束之高阁ꎬ 那永远发展不起来ꎮ

第四ꎬ 推动强强联合、 协同攻关ꎮ 要打好

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ꎬ 不仅要把冲锋号吹起

来ꎬ 而且要把集合号吹起来ꎬ 也就是要把最强

的力量积聚起来共同干ꎬ 组成攻关的突击队、
特种兵ꎮ 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在核心技术上差

距悬殊ꎬ 一个很突出的原因ꎬ 是我们的骨干企

业没有像微软、 英特尔、 谷歌、 苹果那样形成

协同效应ꎮ 美国有个所谓的 “文泰来” 联盟ꎬ
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只配对英特尔的芯片ꎮ 在

核心技术研发上ꎬ 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

好ꎬ 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ꎬ 彻底摆脱部门

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ꎮ 抱着宁为鸡头、 不为

凤尾的想法ꎬ 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

法ꎬ 形不成合力ꎬ 是难以成事的ꎮ
一些同志关于组建产学研用联盟的建议很

好ꎮ 比如ꎬ 可以组建 “互联网＋” 联盟、 高端

芯片联盟等ꎬ 加强战略、 技术、 标准、 市场等

沟通协作ꎬ 协同创新攻关ꎮ 可以探索搞揭榜挂

帅ꎬ 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ꎬ 英

雄不论出处ꎬ 谁有本事谁就揭榜ꎮ 在这方面ꎬ
既要发挥国有企业作用ꎬ 也要发挥民营企业作

用ꎬ 也可以两方面联手来干ꎮ 还可以探索更加

紧密的资本型协作机制ꎬ 成立核心技术研发投

资公司ꎬ 发挥龙头企业优势ꎬ 带动中小企业发

展ꎬ 既解决上游企业技术推广应用问题ꎬ 也解

决下游企业 “缺芯少魂” 问题ꎮ

　 　 第四个问题ꎬ 讲讲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

关系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ꎮ 安全是

发展的前提ꎬ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ꎬ 安全和发展

要同步推进ꎮ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ꎬ 古往今来ꎬ
很多技术都是 “双刃剑”ꎬ 一方面可以造福社

会、 造福人民ꎬ 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ꎮ 从世界范围

看ꎬ 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ꎬ 并日益向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生态、 国防等领域

传导渗透ꎮ 特别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

较大风险隐患ꎬ 网络安全防控能力薄弱ꎬ 难以

有效应对国家级、 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ꎮ
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ꎬ 我们当然也不

例外ꎮ
面对复杂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ꎬ 我们要保

持清醒头脑ꎬ 各方面齐抓共管ꎬ 切实维护网络

安全ꎮ
第一ꎬ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ꎮ 理念决定

行动ꎮ 当今的网络安全ꎬ 有几个主要特点ꎮ 一

是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ꎮ 在信息时

代ꎬ 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ꎬ 同

许多其他方面的安全都有着密切关系ꎮ 二是网

络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ꎮ 信息技术变化

越来越快ꎬ 过去分散独立的网络变得高度关

联、 相互依赖ꎬ 网络安全的威胁来源和攻击手

段不断变化ꎬ 那种依靠装几个安全设备和安全

软件就想永保安全的想法已不合时宜ꎬ 需要树

立动态、 综合的防护理念ꎮ 三是网络安全是开

放的而不是封闭的ꎮ 只有立足开放环境ꎬ 加强

对外交流、 合作、 互动、 博弈ꎬ 吸收先进技

术ꎬ 网络安全水平才会不断提高ꎮ 四是网络安

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ꎮ 没有绝对安全ꎬ 要

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ꎬ 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

安全ꎬ 那样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ꎬ 甚至可能顾

此失彼ꎮ 五是网络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

的ꎮ 网络安全为人民ꎬ 网络安全靠人民ꎬ 维护

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ꎬ 需要政府、 企

业、 社会组织、 广大网民共同参与ꎬ 共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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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线ꎮ 这几个特点ꎬ 各有关方面要好好

把握ꎮ
第二ꎬ 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障体系ꎮ 金融、 能源、 电力、 通信、 交通等领

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

中枢ꎬ 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ꎬ 也是可能遭到

重点攻击的目标ꎮ “物理隔离” 防线可被跨网

入侵ꎬ 电力调配指令可被恶意篡改ꎬ 金融交易

信息可被窃取ꎬ 这些都是重大风险隐患ꎮ 不出

问题则已ꎬ 一出就可能导致交通中断、 金融紊

乱、 电力瘫痪等问题ꎬ 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

伤力ꎮ 我们必须深入研究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切

实做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ꎮ
第三ꎬ 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ꎮ

知己知彼ꎬ 才能百战不殆ꎮ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

最大的风险ꎮ 网络安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ꎬ 一

个技术漏洞、 安全风险可能隐藏几年都发现不

了ꎬ 结果是 “谁进来了不知道、 是敌是友不知

道、 干了什么不知道”ꎬ 长期 “潜伏” 在里面ꎬ
一旦有事就发作了ꎮ

维护网络安全ꎬ 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里ꎬ
是什么样的风险ꎬ 什么时候发生风险ꎬ 正所谓

“聪者听于无声ꎬ 明者见于未形”ꎮ 感知网络安

全态势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ꎮ 要全面加强网

络安全检查ꎬ 摸清家底ꎬ 认清风险ꎬ 找出漏

洞ꎬ 通报结果ꎬ 督促整改ꎮ 要建立统一高效的

网络安全风险报告机制、 情报共享机制、 研判

处置机制ꎬ 准确把握网络安全风险发生的规

律、 动向、 趋势ꎮ 要建立政府和企业网络安全

信息共享机制ꎬ 把企业掌握的大量网络安全信

息用起来ꎬ 龙头企业要带头参加这个机制ꎮ
有专家反映ꎬ 在数据开放、 信息共享方面

存在着部门利益、 行业利益、 本位思想ꎮ 这方

面ꎬ 要加强论证ꎬ 该统的可以统起来ꎬ 发挥 １＋
１ 大于 ２ 的效应ꎬ 以综合运用各方面掌握的数

据资源ꎬ 加强大数据挖掘分析ꎬ 更好感知网络

安全态势ꎬ 做好风险防范ꎮ 这项工作做好了ꎬ
对国家、 对社会、 对企业、 对民众都是有好

处的ꎮ

第四ꎬ 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

力ꎮ 网络安全的本质在对抗ꎬ 对抗的本质在攻

防两端能力较量ꎮ 要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ꎬ 制

定网络安全标准ꎬ 明确保护对象、 保护层级、
保护措施ꎮ 哪些方面要重兵把守、 严防死守ꎬ
哪些方面由地方政府保障、 适度防范ꎬ 哪些方

面由市场力量防护ꎬ 都要有本清清楚楚的账ꎮ
人家用的是飞机大炮ꎬ 我们这里还用大刀长

矛ꎬ 那是不行的ꎬ 攻防力量要对等ꎮ 要以技术

对技术ꎬ 以技术管技术ꎬ 做到魔高一尺、 道高

一丈ꎮ
目前ꎬ 大国网络安全博弈ꎬ 不单是技术博

弈ꎬ 还是理念博弈、 话语权博弈ꎮ 我们提出了

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 “四项原则” “五点主

张”ꎬ 特别是我们倡导尊重网络主权、 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ꎬ 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赞同ꎮ
第五个问题ꎬ 讲讲增强互联网企业使命

感、 责任感ꎬ 共同促进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互联网企业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ꎬ 在

稳增长、 促就业、 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 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ꎬ 既是企业家奋斗的

目标ꎬ 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ꎮ 企业命运与国家

发展息息相关ꎮ 脱离了国家支持、 脱离了群众

支持ꎬ 脱离了为国家服务、 为人民服务ꎬ 企业

难以做强做大ꎮ
今年全国 “两会” 期间ꎬ 我在参加全国政

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 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

时强调ꎬ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ꎬ 是中国共产党确立

的一项大政方针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必然要求ꎻ 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

的观点是明确的、 一贯的ꎬ 而且是不断深化

的ꎬ 从来没有动摇ꎬ 这是不会变的ꎬ 也是不能

变的ꎮ 我不仅讲了话ꎬ 而且很快就把我的讲话

公开发表了ꎬ 这就是要让广大企业家吃个 “定
心丸”ꎮ

我们国家这么大、 人口这么多ꎬ 要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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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搞上去ꎬ 需要各方面齐心协力干ꎬ 公

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 相得

益彰ꎬ 而不是相互排斥、 相互抵消ꎮ 非公有制

企业搞大了、 搞好了、 搞到世界上去了ꎬ 为国

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ꎬ 是国家的光荣ꎮ 党

和政府当然要支持ꎬ 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ꎮ
在我国ꎬ ７ 亿多人上互联网ꎬ 肯定需要管

理ꎬ 而且这个管理是很复杂、 很繁重的ꎮ 企业

要承担企业的责任ꎬ 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

的责任ꎬ 哪一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ꎮ 网上

信息管理ꎬ 网站应负主体责任ꎬ 政府行政管理

部门要加强监管ꎮ 主管部门、 企业要建立密切

协作协调的关系ꎬ 避免过去经常出现的 “一放

就乱、 一管就死” 现象ꎬ 走出一条齐抓共管、
良性互动的新路ꎮ

第一ꎬ 坚持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ꎮ 企

业直接面向市场ꎬ 处在创新第一线ꎬ 处在掌握

民众需要第一线ꎬ 市场感觉敏锐ꎬ 创新需求敏

感ꎬ 创新愿望强烈ꎮ 应该鼓励和支持企业成为

研发主体、 创新主体、 产业主体ꎬ 鼓励和支持

企业布局前沿技术ꎬ 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ꎬ
创造和把握更多机会ꎬ 参与国际竞争ꎬ 拓展海

外发展空间ꎮ
当前ꎬ 我国互联网市场也存在一些恶性竞

争、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情况ꎬ 中小企业对此

意见不少ꎮ 这方面ꎬ 要规范市场秩序ꎬ 鼓励进

行良性竞争ꎮ 这既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提升竞争能力、 扩大市场空间ꎬ 又有利于平衡

各方利益、 维护国家利益、 更好服务百姓ꎮ 要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ꎬ 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

成本ꎬ 震慑违法侵权行为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

度ꎬ 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

权的保护ꎬ 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ꎮ 这

些要求要尽快落实到位ꎮ
第二ꎬ 坚持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ꎮ 政

府要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ꎬ 加快推进审批

制度、 融资制度、 专利制度等改革ꎬ 减少重复

检测认证ꎬ 施行优质优价政府采购制度ꎬ 减轻

企业负担ꎬ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ꎮ 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后ꎬ 党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ꎬ 我当组长ꎬ 已经推出的很多改革方案都

同这些方面有联系ꎮ 改革要继续推进ꎬ 也就是

我说的要敢于啃硬骨头ꎬ 敢于涉险滩、 闯

难关ꎮ
同时ꎬ 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ꎬ 完善依法监

管措施ꎬ 化解网络风险ꎮ 前段时间发生的 ｅ 租

宝、 中晋系案件ꎬ 打着 “网络金融” 旗号非法

集资ꎬ 给有关群众带来严重财产损失ꎬ 社会影

响十分恶劣ꎮ 现在ꎬ 网络诈骗案件越来越多ꎬ
作案手段花样翻新ꎬ 技术含量越来越高ꎮ 这也

提醒我们ꎬ 在发展新技术新业务时ꎬ 必须警惕

风险蔓延ꎮ
要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ꎮ 一些涉及国

家利益、 国家安全的数据ꎬ 很多掌握在互联网

企业手里ꎬ 企业要保证这些数据安全ꎮ 企业要

重视数据安全ꎮ 如果企业在数据保护和安全上

出了问题ꎬ 对自己的信誉也会产生不利影响ꎮ
第三ꎬ 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ꎮ 一

个企业既有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ꎬ 也有社会责

任、 道德责任ꎮ 企业做得越大ꎬ 社会责任、 道

德责任就越大ꎬ 公众对企业这方面的要求也就

越高ꎮ 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ꎬ 承担了

很多社会责任ꎬ 这一点要给予充分肯定ꎬ 希望

继续发扬光大ꎮ
“行生于己ꎬ 名生于人ꎮ” 我说过ꎬ 只有富

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ꎬ 只有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

力的企业ꎮ 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ꎬ 开

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ꎬ 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

为谣言扩散器ꎬ 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

作为排位的标准ꎮ 希望广大互联网企业坚持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ꎬ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ꎬ
饮水思源ꎬ 回报社会ꎬ 造福人民ꎮ

第六个问题ꎬ 讲讲聚天下英才而用之ꎬ 为

网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人才是第一资源ꎮ 古往今来ꎬ 人才都是富

国之本、 兴邦大计ꎮ 我说过ꎬ 要把我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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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好ꎬ 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ꎮ 要干一番大

事业ꎬ 就要 有 这 种 眼 界、 这 种 魄 力、 这 种

气度ꎮ
“得人者兴ꎬ 失人者崩ꎮ” 网络空间的竞

争ꎬ 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ꎮ 建设网络强国ꎬ 没

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ꎬ 没有人才创造力迸

发、 活力涌流ꎬ 是难以成功的ꎮ 念好了人才

经ꎬ 才能事半功倍ꎮ 对我国来说ꎬ 改革开放初

期ꎬ 资本比较稀缺ꎬ 所以我们出台了很多鼓励

引进资本的政策ꎬ 比如 “两免三减半”ꎮ 现在ꎬ
资本已经不那么稀缺了ꎬ 但人才特别是高端人

才依然稀缺ꎮ 我们的脑子要转过弯来ꎬ 既要重

视资本ꎬ 更要重视人才ꎬ 引进人才力度要进一

步加大ꎬ 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步子要进一步迈

开ꎮ 网信领域可以先行先试ꎬ 抓紧调研ꎬ 制定

吸引人才、 培养人才、 留住人才的办法ꎮ
互联网是技术密集型产业ꎬ 也是技术更新

最快的领域之一ꎮ 我国网信事业发展ꎬ 必须充

分调动企业家、 专家学者、 科技人员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ꎮ 我早年在正定县工作时ꎬ 为

了向全国一流专家学者借智ꎬ 专门聘请华罗庚

等专家学者给我们县当顾问ꎬ 有的亲自到正定

指导工作ꎮ 企业家、 专家学者、 科技人员要有

国家担当、 社会责任ꎬ 为促进国家网信事业发

展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从心底里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ꎬ 为人才发挥

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ꎬ 营造宽松环境ꎬ 提供

广阔平台ꎮ
互联网主要是年轻人的事业ꎬ 要不拘一格

降人才ꎮ 要解放思想ꎬ 慧眼识才ꎬ 爱才惜才ꎮ
培养网信人才ꎬ 要下大功夫、 下大本钱ꎬ 请优

秀的老师ꎬ 编优秀的教材ꎬ 招优秀的学生ꎬ 建

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ꎮ 互联网领域的人

才ꎬ 不少是怪才、 奇才ꎬ 他们往往不走一般套

路ꎬ 有很多奇思妙想ꎮ 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

政策ꎬ 不要求全责备ꎬ 不要论资排辈ꎬ 不要都

用一把尺子衡量ꎮ
要采取特殊政策ꎬ 建立适应网信特点的人

事制度、 薪酬制度ꎬ 把优秀人才凝聚到技术部

门、 研究部门、 管理部门中来ꎮ 要建立适应网

信特点的人才评价机制ꎬ 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

准ꎬ 不唯学历ꎬ 不唯论文ꎬ 不唯资历ꎬ 突出专

业性、 创新性、 实用性ꎮ 要建立灵活的人才激

励机制ꎬ 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 获得

感ꎮ 要探索网信领域科研成果、 知识产权归

属、 利益分配机制ꎬ 在人才入股、 技术入股以

及税收方面制定专门政策ꎮ 在人才流动上要打

破体制界限ꎬ 让人才能够在政府、 企业、 智库

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ꎮ 国外那种 “旋转门” 制

度的优点ꎬ 我们也可以借鉴ꎮ
我国是科技人才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ꎬ 但

也是人才流失比较严重的国家ꎬ 其中不乏顶尖

人才ꎮ 在人才选拔上要有全球视野ꎬ 下大气力

引进高端人才ꎮ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ꎬ
有很多国家的人才也希望来我国发展ꎮ 我们要

顺势而为ꎬ 改革人才引进各项配套制度ꎬ 构建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ꎮ 不管是哪个

国家、 哪个地区的ꎬ 只要是优秀人才ꎬ 都可以

为我所用ꎮ 这项工作ꎬ 有些企业、 科研院所已

经做了ꎬ 我到一些企业、 科研院所去ꎬ 也同这

些从国外引进的人才进行过交谈ꎮ 这方面要加

大力度ꎬ 不断提高我们在全球配置人才资源

能力ꎮ
同志们! 今年是 “十三五” 开局之年ꎬ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是 “十三五” 时期的

重头戏ꎮ 希望同志们积极投身网络强国建设ꎬ
更好发挥网信领域企业家、 专家学者、 技术

人员作用ꎬ 支持他们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

大的贡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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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 劳动模范、 青年代表
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习近平

大家好! 我这次来安徽调研ꎬ 正好是 “五
一” 国际劳动节、 “五四” 青年节前夕ꎮ 今天ꎬ
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座谈会ꎬ 请一些知识分

子、 劳动模范、 青年代表来座谈ꎬ 主要是想当

面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ꎬ 号召广大知识分

子、 广大劳动群众、 广大青年共同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奋斗ꎬ 并以此纪念即将到来的 “五
一” 国际劳动节、 “五四” 青年节ꎮ

首先ꎬ 我代表党中央ꎬ 向在座各位ꎬ 并通

过你们ꎬ 向全国广大知识分子、 广大劳动群

众、 广大青年ꎬ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

祝贺!
刚才ꎬ 几位同志的发言ꎬ 结合自己的学习

和工作ꎬ 谈认识、 谈感受、 提建议ꎬ 很生动、
很朴实、 很 有 见 地ꎬ 听 后 很 受 鼓 舞、 很 受

启发ꎮ
今天这个座谈会ꎬ 请来的是知识分子、 劳

动模范、 青年代表ꎮ 这样安排ꎬ 我们是有考虑

的ꎮ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ꎮ 知识分子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ꎬ 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ꎬ 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是

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ꎮ 我们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ꎬ 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必须

依靠知识ꎬ 必须依靠劳动ꎬ 必须依靠广大青

年ꎮ 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所在ꎬ 也

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力量所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每年 “五一” 国际劳动

节、 “五四” 青年节ꎬ 我都参加相关活动ꎬ 也

讲过一些话ꎮ 就知识分子工作ꎬ 我也在不同场

合讲过一些意见ꎮ 我的有关讲话归结起来ꎬ 核

心意思就是: 经过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诞生以来中国人民持续奋斗ꎬ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已经展现出光明前景ꎬ 现在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更有能

力实现这个目标ꎮ 同时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ꎬ 前进道路并不平坦ꎬ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

自信、 制度自信ꎬ 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困难和

挑战ꎬ 无论遇到什么风浪我们都不能停下前

进步伐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十分伟大

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ꎬ 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众

志成城、 万众一心ꎬ 把一切力量都凝聚起来ꎬ
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ꎬ 为了共同的目

标不懈奋斗ꎮ
我们正处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中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阶段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 “十三

五” 规划纲要ꎬ 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

蓝图ꎮ 现在ꎬ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美好蓝

图变为现实ꎮ 广大知识分子、 广大劳动群众、
广大青年要紧跟时代、 肩负使命、 锐意进取ꎬ
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

紧联系在一起ꎬ 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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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力量ꎮ
这里ꎬ 我就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广大知识

分子、 广大劳动群众、 广大青年的作用讲一些

意见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能

够提供十分重要的人才支撑、 智力支撑、 创新

支撑ꎮ 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ꎬ 勇于担当、 敢于创新ꎬ 服务社会、 报效人

民ꎬ 努力作出新的更突出的贡献ꎮ
知识分子ꎬ 顾名思义ꎬ 就是文化水平较

高、 知识比较丰富的人ꎬ 其中不少是学有所

长、 术有专攻、 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行家专

家ꎮ 知识分子对知识、 对技术掌握得比较多ꎬ
对自然、 对社会了解得比较深ꎬ 在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能够发挥十分重

要的作用ꎮ 在我们党领导革命、 建设、 改革 ９０
多年的历程中ꎬ 广大知识分子为党和人民建立

了彪炳史册的功勋ꎮ
伴随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ꎬ 我国知识分

子队伍越来越大ꎬ 遍布全社会各个领域ꎮ 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ꎬ 广大知识分子要肩负

起自己的使命ꎬ 立足岗位、 不断学习、 学以致

用ꎬ 做好本职工作ꎮ 当老师ꎬ 就要心无旁骛ꎬ
甘守三尺讲台ꎬ “春蚕到死丝方尽ꎬ 蜡炬成灰

泪始干”ꎮ 做研究ꎬ 就要甘于寂寞ꎬ 或是皓首

穷经ꎬ 或是扎根实验室ꎬ “板凳要坐十年冷ꎬ
文章不写一句空”ꎮ 搞创作ꎬ 就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思想ꎬ 深入实践、 深入群众、 深

入生活ꎬ 努力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精品力

作ꎮ 一个知识分子ꎬ 不论在哪个行业、 从事什

么职业ꎬ 也不论学历、 职称、 地位有多高ꎬ 唯

有秉持求真务实精神ꎬ 才能探究更多未知ꎬ 才

能获得更多真理ꎬ 也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大

贡献ꎮ
勇立潮头、 引领创新ꎬ 是广大知识分子应

有的品格ꎮ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ꎬ 我们必

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ꎬ 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

新等各方面创新ꎮ 广大知识分子要增强创新意

识ꎬ 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ꎬ 敢于抢占国内

国际创新制高点ꎮ 要把握创新特点ꎬ 遵循创新

规律ꎬ 既奇思妙想、 “无中生有”ꎬ 努力追求原

始创新ꎬ 又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ꎬ 善于进行集

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ꎻ 既甘于 “十年

磨一剑”ꎬ 开展战略性创新攻关ꎬ 又对接现实

需求ꎬ 及时开展应急性创新攻关ꎻ 既尊重个人

创造ꎬ 发挥尖兵作用ꎬ 又注重集体攻关ꎬ 发挥

合作优势ꎮ 要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ꎬ 让创新成果更多更快造

福社会、 造福人民ꎮ
天下为公、 担当道义ꎬ 是广大知识分子应

有的情怀ꎮ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

怀ꎬ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ꎮ “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ꎬ “为天地立心ꎬ 为生民立命ꎬ 为往圣继

绝学ꎬ 为万世开太平”ꎬ “先天下之忧而忧ꎬ 后

天下之乐而乐”ꎬ 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

分子所尊崇ꎮ 现在ꎬ 党和人民更加需要广大知

识分子发扬这样的担当精神ꎮ 这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ꎮ 广大知识分子要坚持国家至上、 民族

至上、 人民至上ꎬ 始终胸怀大局、 心有大我ꎮ
要坚守正道、 追求真理ꎬ 立足我国国情ꎬ 放眼

观察世界ꎬ 不妄自菲薄ꎬ 不人云亦云ꎮ 要实事

求是、 客观公允ꎬ 重实情、 看本质、 建真言ꎬ
多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献计出力ꎮ 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ꎬ 都不能做有损国家民族尊严、
有损知识分子良知的事ꎮ

知识分子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

作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尊重知识、 尊重人

才ꎬ 充分信任知识分子ꎬ 努力为广大知识分子

工作学习生活创造更好条件ꎮ 要深化科技、 教

育、 文化体制改革ꎬ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ꎬ
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

制ꎬ 放手让广大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

放出来ꎮ 要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ꎬ 减

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ꎬ 让他们把更

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ꎮ 要善于运用沟通、 协

商、 谈心等方式做好知识分子思想工作ꎬ 多了

解他们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ꎬ 多同他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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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一些问题ꎬ 多鼓励他们取得的成绩和

进步ꎮ
知识分子有思想、 有主见、 有责任ꎬ 愿意

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ꎮ 各级党委和政

府、 各级领导干部要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

题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ꎬ 欢迎他们提出

批评ꎮ 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ꎬ 只要出

发点是好的ꎬ 就要热忱欢迎ꎬ 对的就要积极采

纳ꎮ 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ꎬ 甚至不正

确ꎬ 也要多一些包容、 多一些宽容ꎬ 坚持不抓

辫子、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ꎮ 人不是神仙ꎬ 提

意见、 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ꎮ 如果有

的人提出的意见和批评不妥当或者是错误的ꎬ
要开展充分的说理工作ꎬ 引导他们端正认识、
转变观点ꎬ 而不要一下子就把人看死了ꎬ 更不

要回避他们、 排斥他们ꎮ 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

同知 识 分 子 打 交 道ꎬ 做 知 识 分 子 的 挚 友、
诤友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

主体力量ꎮ 希望我国广大劳动群众以劳动模范

为榜样ꎬ 爱岗敬业、 勤奋工作ꎬ 锐意进取、 勇

于创造ꎬ 不断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ꎮ
“人生在勤ꎬ 勤则不匮ꎮ” 幸福不会从天

降ꎬ 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ꎬ 为广大劳动群众指明了光明的未

来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ꎬ 为广大劳

动群众赋予了光荣的使命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征程ꎬ 为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宝贵的机

遇ꎮ 面对这样一个千帆竞发、 百舸争流、 有机

会干事业、 能干成事业的时代ꎬ 广大劳动群众

一定要倍加珍惜、 倍加努力ꎮ
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ꎬ 是最美

的劳动者ꎮ 劳动模范身上体现的 “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ꎬ 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ꎬ 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 的劳模精神ꎬ 是伟大时代精神的生

动体现ꎮ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劳动模范的

先进事迹ꎬ 号召全社会向他们学习、 向他们致

敬ꎮ 要为劳动模范更好施展才华、 展现精神品

格提供全方位支持ꎬ 使他们的劳动技能、 创新

方法、 管理经验能广泛传播ꎬ 充分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ꎮ 劳动模范要珍惜荣誉、 谦虚谨慎、 再

接再厉ꎬ 不断在新的起点上为党和人民创造更

大业绩ꎮ
素质是立身之基ꎬ 技能是立业之本ꎮ 广大

劳动群众要勤于学习ꎬ 学文化、 学科学、 学技

能、 学各方面知识ꎬ 不断提高综合素质ꎬ 练就

过硬本领ꎮ 要立足岗位学ꎬ 向师傅学ꎬ 向同事

学ꎬ 向书本学ꎬ 向实践学ꎮ 三百六十行ꎬ 行行

出状元ꎮ 任何一名劳动者ꎬ 无论从事的劳动技

术含量如何ꎬ 只要勤于学习、 善于实践ꎬ 在工

作上兢兢业业、 精益求精ꎬ 就一定能够造就闪

光的人生ꎮ
人类是劳动创造的ꎬ 社会是劳动创造的ꎮ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ꎬ 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

荣ꎮ 广大劳动群众要立足本职岗位诚实劳动ꎮ
无论从事什么劳动ꎬ 都要干一行、 爱一行、 钻

一行ꎮ 在工厂车间ꎬ 就要弘扬 “工匠精神”ꎬ
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ꎬ 生产优质的产品ꎮ 在

田间地头ꎬ 就要精心耕作ꎬ 努力赢得丰收ꎮ 在

商场店铺ꎬ 就要笑迎天下客ꎬ 童叟无欺ꎬ 提供

优质的服务ꎮ 只要踏实劳动、 勤勉劳动ꎬ 在平

凡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ꎮ
梦想属于每一个人ꎬ 广大劳动群众要敢想

敢干、 敢于追梦ꎮ 说到底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ꎬ 要靠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

动ꎮ 现在ꎬ 党和国家事业空间很大ꎬ 只要有志

气有闯劲ꎬ 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在宽广舞台上展

示自己的人生价值ꎮ 许多劳动模范平凡而感人

的事迹ꎬ 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ꎮ 我们要在全社

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ꎬ 提倡通过诚实劳动来实

现人生的梦想、 改变自己的命运ꎬ 反对一切不

劳而获、 投机取巧、 贪图享乐的思想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劳动群

众ꎬ 切实把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ꎬ
不断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创新ꎬ 坚决扫除制约广

大劳动群众就业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ꎬ
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降低就业创业成

本ꎬ 支持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就业、 大胆创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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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ꎬ 帮助广大

劳动群众排忧解难ꎬ 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ꎮ
现在ꎬ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ꎬ 经济发

展方式正在深刻转变ꎬ 经济结构正在深刻调

整ꎬ 这对部分劳动群众就业带来了暂时的影

响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好失业人员再就业

和生活保障、 财政专项奖补等支持政策ꎬ 落实

和完善援助措施ꎬ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ꎬ 通过鼓

励企业吸纳、 公益性岗位安置、 社会政策托底

等多种渠道帮助就业困难人员ꎬ 实现零就业家

庭动态 “清零”ꎬ 确保安置分流有序、 社会和

谐稳定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广大青年是生力军和

突击队ꎮ 希望我国广大青年充分展现自己的抱

负和激情ꎬ 胸怀理想、 锤炼品格ꎬ 脚踏实地、
艰苦奋斗ꎬ 不断书写奉献青春的时代篇章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需要一

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ꎮ 青年人朝气蓬

勃ꎬ 是全社会最富有活力、 最具有创造性的群

体ꎮ 党和人民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ꎮ
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不断养成高尚品格ꎮ 要以国家富强、 人民

幸福为己任ꎬ 胸怀理想、 志存高远ꎬ 投身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ꎬ 并为之终生奋斗ꎮ 要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ꎬ 自觉弘扬爱国主义、 集体

主义精神ꎬ 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

庭美德ꎮ 要坚持艰苦奋斗ꎬ 不贪图安逸ꎬ 不惧

怕困难ꎬ 不怨天尤人ꎬ 依靠勤劳和汗水开辟人

生和事业前程ꎮ “看似寻常最奇崛ꎬ 成如容易

却艰辛ꎮ” 青年的人生之路很长ꎬ 前进途中ꎬ
有平川也有高山ꎬ 有缓流也有险滩ꎬ 有丽日也

有风雨ꎬ 有喜悦也有哀伤ꎮ 心中有阳光ꎬ 脚下

有力量ꎬ 为了理想能坚持、 不懈怠ꎬ 才能创造

无愧于时代的人生ꎮ
“人才有高下ꎬ 知物由学ꎮ” 梦想从学习开

始ꎬ 事业靠本领成就ꎮ 广大青年要自觉加强学

习ꎬ 不断增强本领ꎮ 人生的黄金时期在青年ꎮ

青年时期学识基础厚实不厚实ꎬ 影响甚至决定

自己的一生ꎮ 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 孜孜不倦

学习ꎬ 既多读有字之书ꎬ 也多读无字之书ꎬ 注

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ꎮ “纸上得来终觉

浅ꎬ 绝知此事要躬行ꎮ” 所有知识要转化为能

力ꎬ 都必须躬身实践ꎮ 要坚持知行合一ꎬ 注重

在实践中学真知、 悟真谛ꎬ 加强磨炼、 增长

本领ꎮ
广大青年要自觉奉献青春ꎬ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多作贡献ꎮ 青年时光非常可贵ꎬ 要用来

干事创业、 辛勤耕耘ꎬ 为将来留下珍贵的回

忆ꎮ 广大农村青年要在发展现代农业、 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中展现现代农民新形象ꎬ 广大企

业青年要在积极参与生产劳动、 产品研发、 管

理创新中创造更多财富ꎬ 广大科研单位青年要

在深入钻研学问、 主动攻克难题中多出创新成

果ꎬ 广大机关事业单位青年要在提高为社会、
为民众服务水平中建功立业ꎮ

广大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ꎬ
不懂就学ꎬ 不会就练ꎬ 没有条件就努力创造条

件ꎮ “志之所趋ꎬ 无远弗届ꎬ 穷山距海ꎬ 不能

限也ꎮ” 对想做爱做的事要敢试敢为ꎬ 努力从

无到有、 从小到大ꎬ 把理想变为现实ꎮ 要敢于

做先锋ꎬ 而不做过客、 当看客ꎬ 让创新成为青

春远航的动力ꎬ 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ꎬ
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 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

绚丽光彩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 热情关

心青年、 严格要求青年、 积极引导青年ꎬ 为广

大青年成长成才、 创新创造、 建功立业做好服

务保障工作ꎮ 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青年朋友的知

心人、 青年工作的热心人ꎮ
我就讲这些ꎮ 最后ꎬ 祝大家工作顺利、 身

体健康、 阖家幸福ꎬ 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

成绩!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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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习近平

今天ꎬ 我们召开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ꎬ 参加的大多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

专家学者ꎬ 其中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ꎬ 有成果

丰硕的学术带头人ꎬ 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

秀ꎬ 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咨

询委员或首席专家、 国家高端智库代表ꎬ 还有

在校的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ꎬ 以及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ꎮ 首先ꎬ 我向大家ꎬ 向全国广大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ꎬ 致以诚挚的问候!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为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ꎬ 党中央先后召开了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文艺工作座谈会、 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等会议ꎬ 我在这些会议上作了讲话ꎮ 召开

这些会议ꎬ 目的是听听各方面意见ꎬ 大家一起

分析形势、 沟通思想、 凝聚共识、 谋划未来ꎮ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

的重要工具ꎬ 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力量ꎬ 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

力、 精神品格、 文明素质ꎬ 体现了一个国家的

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ꎮ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

平ꎬ 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ꎬ 也取决于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ꎮ 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

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ꎬ 一个没有繁荣

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

列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需要不断

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 用发展着的理论指

导发展着的实践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哲学社会科

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ꎬ 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刚才ꎬ 几位同志讲得很好ꎬ 很多是真知灼

见、 肺腑之言ꎬ 听了很受启发ꎮ 下面ꎬ 我就几

个问题讲点意见ꎬ 同大家交流讨论ꎮ
第一个问题: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恩格斯说: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

高峰ꎬ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ꎮ” 我们党

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ꎮ 革命战争年代ꎬ
毛泽东同志就说过ꎬ 必须 “用社会科学来了解

社会ꎬ 改造社会ꎬ 进行社会革命”ꎮ 毛泽东同

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思想家、 社会科学

家ꎬ 他撰写的 «矛盾论» «实践论» 等哲学名

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ꎬ 他的许多调查研

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ꎬ 是

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ꎮ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

期ꎬ 邓小平同志指出: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

学ꎮ” “政治学、 法学、 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

研究ꎬ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ꎬ 现在也需要赶快

补课ꎮ” 江泽民同志指出: “在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过程中ꎬ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

要ꎻ 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ꎬ 与培养高

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ꎻ 提高全民族的哲

学社会科学素质ꎬ 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

质同样重要ꎻ 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

发挥他们的作用ꎬ 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

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ꎮ” 胡锦涛同志说: “应
对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ꎬ 在不断增强我国

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我国的文化创造力、 民

族凝聚力ꎬ 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ꎬ 迫切需要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

１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学术思想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继续制

定政策、 采取措施ꎬ 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ꎮ
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ꎬ 需要有一个

宽广的视角ꎬ 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

中去看ꎮ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ꎬ 人类文明

每一次重大发展ꎬ 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

识变革和思想先导ꎮ 从西方历史看ꎬ 古代希

腊、 古代罗马时期ꎬ 产生了苏格拉底、 柏拉

图、 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等人的思想学说ꎮ 文

艺复兴时期ꎬ 产生了但丁、 薄伽丘、 达芬

奇、 拉斐尔、 哥白尼、 布鲁诺、 伽利略、 莎士

比亚、 托马斯莫尔、 康帕内拉等一批文化和

思想大家ꎮ 他们中很多人是文艺巨匠ꎬ 但他们

的作品深刻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构建的思想认

识ꎮ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ꎬ 产生了霍布斯、 洛克、 伏

尔泰、 孟德斯鸠、 卢梭、 狄德罗、 爱尔维修、
潘恩、 杰弗逊、 汉密尔顿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思

想家ꎬ 形成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思

想和观点ꎮ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

的一个伟大事件ꎬ 而马克思主义则批判吸收了

康德、 黑格尔、 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ꎬ 圣

西门、 傅立叶、 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

想ꎬ 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

治经济学思想ꎮ 可以说ꎬ 没有 １８、 １９ 世纪欧洲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ꎬ 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

和发展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ꎬ 为

缓和社会矛盾、 修补制度弊端ꎬ 西方各种各样

的学说都在开药方ꎬ 包括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

主义、 新保守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实用主

义、 存在主义、 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等ꎬ 这

些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ꎬ 也深

刻影响着西方社会ꎮ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ꎬ 从先秦子学、 两汉经

学、 魏晋玄学ꎬ 到隋唐佛学、 儒释道合流、 宋

明理学ꎬ 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ꎮ 在漫

漫历史长河中ꎬ 中华民族产生了儒、 释、 道、
墨、 名、 法、 阴阳、 农、 杂、 兵等各家学说ꎬ

涌现了老子、 孔子、 庄子、 孟子、 荀子、 韩非

子、 董仲舒、 王充、 何晏、 王弼、 韩愈、 周敦

颐、 程颢、 程颐、 朱熹、 陆九渊、 王守仁、 李

贽、 黄宗羲、 顾炎武、 王夫之、 康有为、 梁启

超、 孙中山、 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ꎬ 留下了

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ꎮ 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

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 治国理政

智慧ꎬ 为古人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

依据ꎬ 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ꎬ 为人类

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鸦片战争后ꎬ 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

开ꎬ 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ꎬ 西方

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ꎮ 自那以后ꎬ 我

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ꎬ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ꎮ 为

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ꎬ 林则徐、 魏源、 严复等

人把眼光转向西方ꎬ 从 “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

“中体西用”ꎬ 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ꎬ 西方

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ꎬ 不少人开始

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ꎬ 社

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ꎮ
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ꎬ 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ꎮ 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积极传

播马克思主义ꎬ 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社会ꎮ 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ꎮ 在长期实践探索中ꎬ 产生了郭

沫若、 李达、 艾思奇、 翦伯赞、 范文澜、 吕振

羽、 马寅初、 费孝通、 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

师ꎬ 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

性努力ꎮ 可以说ꎬ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

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ꎬ 是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ꎮ
现在ꎬ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

全ꎬ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ꎬ 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不断提高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

得丰硕成果ꎮ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

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ꎬ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方

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ꎬ 深入研究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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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ꎬ 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ꎬ 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新形势下ꎬ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

要、 任务更加繁重ꎮ 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

取向日趋活跃、 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 社会

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ꎬ 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ꎬ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

更好发挥作用ꎮ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 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ꎬ 如何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ꎬ 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

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ꎬ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

学更好发挥作用ꎮ 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 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 各类风

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ꎬ 如何提高改革决

策水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ꎬ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ꎮ 面

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

形势ꎬ 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增强

文化软实力、 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ꎬ 迫

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ꎮ 面对全面

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 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

集中显现的新形势ꎬ 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

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

力ꎬ 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ꎬ 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

作用ꎮ 总之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ꎮ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ꎬ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比如ꎬ 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ꎬ 学科体系、 学

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ꎬ 学术原

创能力还不强ꎻ 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

系不健全ꎬ 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ꎬ 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ꎻ 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

提高ꎬ 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ꎬ 等等ꎮ 总的

看ꎬ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
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ꎬ 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ꎮ 改变这个状况ꎬ 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加倍努力ꎬ 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ꎮ
历史表明ꎬ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ꎬ 一定是哲

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ꎮ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

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ꎬ 也正

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

新ꎮ 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ꎬ 必将给理论创

造、 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ꎮ 这是

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ꎬ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

代ꎮ 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ꎮ 自古以来ꎬ 我

国知识分子就有 “为天地立心ꎬ 为生民立命ꎬ
为往圣继绝学ꎬ 为万世开太平” 的志向和传

统ꎮ 一切有理想、 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

想之先声ꎬ 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建言献

策ꎬ 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ꎮ
第二个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是当代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

志ꎬ 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ꎮ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

前ꎬ 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ꎬ 迄

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ꎮ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

了自然界、 人类社会、 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

律ꎬ 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ꎻ 马克思

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 维护人民利益的立

场ꎬ 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

放为己任ꎬ 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

憬ꎻ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 内在联系

及发展规律ꎬ 是 “伟大的认识工具”ꎬ 是人们

观察世界、 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ꎻ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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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ꎬ 不仅致力于科学

“解释世界”ꎬ 而且致力于积极 “改变世界”ꎮ
在人类思想史上ꎬ 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

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

的影响ꎮ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ꎬ 既引发了中华文明

深刻变革ꎬ 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ꎮ
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ꎬ 我们党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ꎬ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研究解

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ꎬ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

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等重

大成果ꎬ 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

的伟大成就ꎮ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ꎬ 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

规定性和必然性ꎮ 在我国ꎬ 不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ꎬ 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 迷失

方向ꎬ 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ꎮ 正所谓 “夫
道不欲杂ꎬ 杂则多ꎬ 多则扰ꎬ 扰则忧ꎬ 忧而不

救”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ꎬ 但还

远未结束ꎮ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

众化ꎬ 继续发展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ꎮ
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上ꎬ

绝大部分同志认识是清醒的、 态度是坚定的ꎮ
同时ꎬ 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
理解不透ꎬ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

法上功力不足、 高水平成果不多ꎬ 在建设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

体系上功力不足、 高水平成果不多ꎮ 社会上也

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ꎮ 有的认为马克

思主义已经过时ꎬ 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

义ꎻ 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

教ꎬ 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ꎮ 实际工作

中ꎬ 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 空泛

化、 标签化ꎬ 在一些学科中 “失语”、 教材中

“失踪”、 论坛上 “失声”ꎮ 这种状况必须引起

我们高度重视ꎮ
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ꎬ 马克思主义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力ꎮ 在本世纪来临的时候ꎬ 马克思

被西方思想界评为 “千年第一思想家”ꎮ 美国

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 赞

成与反对» 中表示ꎬ 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

景ꎬ 必须向马克思求教ꎬ 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

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ꎮ 实践也证

明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科学如何进步ꎬ 马克

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ꎬ 依然占据

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ꎮ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

出: “我坚信ꎬ 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

多起来的ꎬ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ꎮ”
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ꎬ 转化为清

醒的理论自觉、 坚定的政治信念、 科学的思维

方法ꎮ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首先要解决真

懂真信的问题ꎮ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

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 方法论紧密相关ꎮ
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 方法论ꎬ 才能更

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 人类社会、 人类思维各

种现象ꎬ 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ꎮ 马克思主义

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及

其发展规律、 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

理ꎬ 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

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 方法论ꎮ 只有真

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ꎬ 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

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上不断有所发现、 有所创造ꎬ 才能更好识别各

种唯心主义观点、 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

谬论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 知识丰

富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

深ꎬ 涉及自然界、 人类社会、 人类思维各个领

域ꎬ 涉及历史、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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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科技、 军事、 党建等各个方面ꎬ 不下大气

力、 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 融会贯通

的ꎮ “为学之道ꎬ 必本于思ꎮ” “不深思则不能

造于道ꎬ 不深思而得者ꎬ 其得易失ꎮ” 我看过

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ꎬ 其结论未必正

确ꎬ 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ꎬ 功课

做得还是可以的ꎮ 相比之下ꎬ 我们一些研究在

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ꎮ 恩格斯曾经说

过: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

唯物主义的观点ꎬ 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

的科学工作ꎬ 因为很明显ꎬ 在这里只说空话是

无济于事的ꎬ 只有靠大量的、 批判地审查过

的、 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ꎬ 才能解决这样

的任务ꎮ”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ꎬ 不能

采取浅尝辄止、 蜻蜓点水的态度ꎮ 有的人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ꎬ 一知半解就哇啦哇

啦发表意见ꎬ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ꎬ 也有

悖于科学精神ꎮ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核心要解决好

为什么人的问题ꎮ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根本性、 原则性问题ꎮ 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为谁著书、 为谁立说ꎬ 是为少数人服务

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ꎬ 是必须搞清楚的问

题ꎮ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ꎮ 世

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

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ꎮ 研

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ꎬ 研究什么ꎬ 主张什

么ꎬ 都会打下社会烙印ꎮ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党ꎬ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

的国家ꎬ 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ꎮ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ꎬ 就必须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ꎮ 脱离了人民ꎬ 哲

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 感染力、 影响

力、 生命力ꎮ 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ꎬ 树立为人民做

学问的理想ꎬ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ꎬ 聚焦人民实

践创造ꎬ 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

展紧紧联系在一起ꎬ 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 人

民、 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ꎮ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最终要落实到

怎么用上来ꎮ “凡贵通者ꎬ 贵其能用之也ꎮ” 马

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ꎮ 新形势

下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ꎬ 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 方

法ꎮ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ꎮ 马克

思主义是随着时代、 实践、 科学发展而不断发

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ꎬ 它并没有结束真理ꎬ 而

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ꎮ 恩格斯早就说过: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ꎬ 而是方法ꎮ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ꎬ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

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ꎮ” 把坚持马

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ꎬ 结合新

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ꎬ 这是马克思主

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ꎮ
对待马克思主义ꎬ 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

度ꎬ 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ꎮ 如果不顾历

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ꎬ 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针对具体情况作出

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ꎬ 我们就会因

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ꎬ 甚至发生失

误ꎮ 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

话ꎬ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

说ꎬ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ꎮ 同时ꎬ 根据需

要找一大堆语录ꎬ 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 恩

格斯当年说过了ꎬ 生硬 “裁剪” 活生生的实践

发展和创新ꎬ 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ꎮ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ꎮ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ꎬ 也是创新的动力源ꎮ 只有

聆听时代的声音ꎬ 回应时代的呼唤ꎬ 认真研究

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ꎬ 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

脉络、 找到发展规律、 推动理论创新ꎮ 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

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ꎬ
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

来ꎮ 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ꎬ 增强

战略性、 系统性思维ꎬ 分清本质和现象、 主流

和支流ꎬ 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ꎬ 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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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又看全局ꎬ 提出的观点、 作出的结论要客

观准确、 经得起检验ꎬ 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

上ꎬ 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

大逻辑大趋势ꎮ
有人说ꎬ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ꎬ

«资本论» 过时了ꎮ 这个说法是武断的ꎮ 远的

不说ꎬ 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ꎬ 许多西方国家经

济持续低迷、 两极分化加剧、 社会矛盾加深ꎬ
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

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ꎬ 但表现形式、 存

在特点有所不同ꎮ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ꎬ 不少

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 研究 «资本论»ꎬ 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

端ꎮ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 «２１ 世纪

资本论» 就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ꎮ 该

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

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ꎬ 认为

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ꎬ
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ꎮ 作者的分析主要是从分

配领域进行的ꎬ 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

问题ꎬ 但使用的方法、 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ꎮ
第三个问题: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 风格、 气派ꎬ 是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ꎬ 是成熟的标志ꎬ 是实力

的象征ꎬ 也是自信的体现ꎮ 我国是哲学社会科

学大国ꎬ 研究队伍、 论文数量、 政府投入等在

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ꎬ 但目前在学术命题、
学术思想、 学术观点、 学术标准、 学术话语上

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

太相称ꎮ 要按照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ꎬ 挖掘历

史、 把握当代ꎬ 关怀人类、 面向未来的思路ꎬ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ꎬ 在指导思

想、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等方面充

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ꎮ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

呢? 我认为ꎬ 要把握住以下 ３ 个主要方面ꎮ
第一ꎬ 体现继承性、 民族性ꎮ 哲学社会科

学的现实形态ꎬ 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 观念、

理论、 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ꎮ 我们要善于融

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ꎬ 特别是要把握好 ３ 方面

资源ꎮ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ꎬ 包括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

其文化形态ꎬ 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ꎬ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体系、 制度ꎬ 我国

经济、 政治、 法律、 文化、 社会、 生态、 外

交、 国防、 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

想和成果ꎮ 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

内容ꎬ 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

增量ꎮ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ꎬ 这是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 不可多得

的资源ꎮ 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ꎬ 包括

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ꎬ
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

养ꎮ 要坚持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ꎬ 融通各种资

源ꎬ 不断推进知识创新、 理论创新、 方法创

新ꎮ 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

来ꎬ 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大课题ꎬ 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

命运的重大问题ꎻ 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ꎬ 又向后看———善于继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ꎮ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ꎬ 是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ꎮ 我说过ꎬ 站立

在 ９６０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ꎬ 吸吮着中华

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ꎬ 拥有 １３ 亿中国

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ꎬ 我们走自己的路ꎬ 具有

无比广阔的舞台ꎬ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ꎬ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ꎬ 中国人民应该有这

个信心ꎬ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ꎮ 我

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

自信、 制度自信ꎬ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ꎮ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ꎮ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ꎬ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

己历史文化的民族ꎬ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ꎬ 而

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ꎮ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ꎬ 形成了富有

特色的思想体系ꎬ 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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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ꎮ 这是我国的独特优

势ꎮ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

脉ꎬ 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ꎬ 也需要与时

俱进、 推陈出新ꎮ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挖掘和阐发ꎬ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ꎬ 把跨

越时空、 超越国界、 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ꎮ 要推动中华文明创

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激活其生命力ꎬ 让中

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ꎬ 为人

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ꎮ 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

面临的重大问题ꎬ 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

场、 中国智慧、 中国价值的理念、 主张、 方

案ꎮ 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 “舌尖上的中国”ꎬ
还要让世界知道 “学术中的中国” “理论中的

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ꎬ 让世界知道

“发展中的中国” “开放中的中国” “为人类文

明作贡献的中国”ꎮ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

研究成果ꎬ 而是要在比较、 对照、 批判、 吸

收、 升华的基础上ꎬ 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

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ꎬ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

界的ꎮ 解决好民族性问题ꎬ 就有更强能力去解

决世界性问题ꎻ 把中国实践总结好ꎬ 就有更强

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ꎮ 这是

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ꎮ
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ꎬ 又要开门搞研

究ꎮ 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

果ꎬ 我们应该吸收借鉴ꎬ 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

点和学术成果当成 “唯一准则”ꎬ 不能企图用

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ꎬ 否则就容易滑入机

械论的泥坑ꎮ 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

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ꎬ 在一定地

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ꎬ 但如果硬要把它

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 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

进行格式化ꎬ 并以此为裁判ꎬ 那就是荒谬的

了ꎮ 对国外的理论、 概念、 话语、 方法ꎬ 要有

分析、 有鉴别ꎬ 适用的就拿来用ꎬ 不适用的就

不要生搬硬套ꎮ 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ꎬ

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ꎮ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ꎬ 不同学科有

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ꎮ 对一切有益的知

识体系和研究方法ꎬ 我们都要研究借鉴ꎬ 不能

采取不加分析、 一概排斥的态度ꎮ 马克思、 恩

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

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ꎮ 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

的有益知识体系ꎬ 运用的模型推演、 数量分析

等有效手段ꎬ 我们也可以用ꎬ 而且应该好好

用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

不要忘了老祖宗ꎬ 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ꎮ 马

克思写的 «资本论»、 列宁写的 «帝国主义

论»、 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

作ꎬ 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ꎮ
解决中国的问题ꎬ 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

案ꎬ 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 方法论ꎮ 如果不

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ꎬ
一切以此为准绳ꎬ 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ꎮ 如

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ꎬ 那也

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ꎮ 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

究成果ꎬ 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ꎬ 坚持实践的观

点、 历史的观点、 辩证的观点、 发展的观点ꎬ
在实践中认识真理、 检验真理、 发展真理ꎮ

第二ꎬ 体现原创性、 时代性ꎮ 我们的哲学

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ꎬ 归根到底要看有没

有主体性、 原创性ꎮ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ꎬ
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ꎬ 而且解

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ꎮ １９４４ 年ꎬ 毛泽东同志

就说过: “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

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ꎮ 我们既反对盲目接

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ꎮ 我们中

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ꎬ 并决定

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ꎮ”
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ꎬ 提出具有主体

性、 原创性的理论观点ꎬ 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ꎬ 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ꎮ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ꎮ 创新是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ꎬ 也是社会发展、 实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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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ꎮ 社

会总是在发展的ꎬ 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

的ꎬ 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 用老办法来应

对和解决ꎬ 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 老办法不

能应对和解决的ꎮ 如果不能及时研究、 提出、
运用新思想、 新理念、 新办法ꎬ 理论就会苍白

无力ꎬ 哲学社会科学就会 “肌无力”ꎮ 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ꎬ 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ꎬ
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ꎬ 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ꎬ
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ꎮ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ꎮ
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 筛选问题、 研

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ꎮ 马克思曾深刻指

出: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ꎬ 而是问题ꎮ” “问
题就是时代的口号ꎬ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

最实际的呼声ꎮ” 柏拉图的 «理想国»、 亚里士

多德的 «政治学»、 托马斯莫尔的 «乌托

邦»、 康帕内拉的 «太阳城»、 洛克的 «政府

论»、 孟德斯鸠的 «论法的精神»、 卢梭的 «社
会契约论»、 汉密尔顿等人著的 «联邦党人文

集»、 黑格尔的 «法哲学原理»、 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 亚当斯密的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

原因的研究»、 马尔萨斯的 «人口原理»、 凯恩

斯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瑟夫熊彼

特的 «经济发展理论»、 萨缪尔森的 «经济

学»、 弗里德曼的 «资本主义与自由»、 西蒙
库兹涅茨的 «各国的经济增长» 等著作ꎬ 过去

我都翻阅过ꎬ 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

时代的产物ꎬ 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

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们坚持理论创新ꎬ 正确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ꎬ
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ꎬ 实现什么样的

发展、 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ꎬ 不断根据新的实

践推出新的理论ꎬ 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
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ꎮ 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ꎬ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ꎬ 发展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ꎬ 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ꎬ 建设生态

文明ꎬ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ꎬ 实施总体国家

安全观ꎬ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推进 “一带一

路” 建设ꎬ 坚持正确义利观ꎬ 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ꎬ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实现党在

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ꎬ 等等ꎬ 都是我们提出的

具有原创性、 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ꎮ 在这个过

程中ꎬ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作出了重大贡献ꎬ
也形成了不可比拟的优势ꎮ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ꎬ 不是简单延续

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ꎬ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ꎬ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

义实践的再版ꎬ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

版ꎬ 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ꎮ 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ꎬ 从我国

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 发现新问题、
提出新观点、 构建新理论ꎬ 加强对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ꎬ 加

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先进

文化、 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ꎬ 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ꎬ 提炼出有

学理性的新理论ꎬ 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ꎮ
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 着

重点ꎮ 一切刻舟求剑、 照猫画虎、 生搬硬套、
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ꎮ

第三ꎬ 体现系统性、 专业性ꎮ 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 经济、 政治、 文

化、 社会、 生态、 军事、 党建等各领域ꎬ 囊括

传统学科、 新兴学科、 前沿学科、 交叉学科、
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ꎬ 不断推进学科体系、 学

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ꎬ 努力构建一个

全方位、 全领域、 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

体系ꎮ
现在ꎬ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

确立ꎬ 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ꎬ 主要是

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ꎬ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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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不够健全ꎬ 新兴学科、 交叉学科建设比较

薄弱ꎮ 下一步ꎬ 要突出优势、 拓展领域、 补齐

短板、 完善体系ꎮ 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

建设ꎮ 二是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

撑作用的学科ꎬ 如哲学、 历史学、 经济学、 政

治学、 法学、 社会学、 民族学、 新闻学、 人口

学、 宗教学、 心理学等ꎬ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

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ꎮ 三是要注重发展优势重

点学科ꎮ 四是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ꎬ 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ꎮ 五是要重视发

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 “绝学”、
冷门学科ꎮ 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ꎬ
但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ꎬ 需要时也要拿得出

来、 用得上ꎮ 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

题ꎬ 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ꎬ 要重视这些学

科ꎬ 确保有人做、 有传承ꎮ 总之ꎬ 要通过努

力ꎬ 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 重点学科优势突

出、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 冷门学科

代有传承、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 学

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ꎮ
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ꎮ 学科体系

建设上不去ꎬ 教材体系就上不去ꎻ 反过来ꎬ 教

材体系上不去ꎬ 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ꎮ 据统

计ꎬ 全国本科院校几乎都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ꎬ 文科生也占了在校学生很大比例ꎮ 这些

学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后备军ꎬ 如果在学生

阶段没有学会正确的世界观、 方法论ꎬ 没有打

下扎实的知识基础ꎬ 将来就难以担当重任ꎮ 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ꎬ 要面向全

体学生ꎬ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

观、 价值观ꎬ 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ꎬ 养成

科学思维习惯ꎬ 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ꎮ 培

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ꎬ 就要有好的

教材ꎮ 经过努力ꎬ 我们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ꎬ 教材建设取得了重

要成果ꎬ 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ꎮ 要抓

好教材体系建设ꎬ 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要求、 立足国际学术前沿、 门类齐全的哲

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ꎮ 在教材编写、 推广、 使

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ꎬ 调动学者、 学校、
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ꎬ 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

工作ꎮ
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ꎬ 要注意加强

话语体系建设ꎮ 在解读中国实践、 构建中国理

论上ꎬ 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ꎬ 但实际上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ꎬ 还处于

有理说不出、 说了传不开的境地ꎮ 要善于提炼

标识性概念ꎬ 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

受的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ꎬ 引导国际学术

界展开研究和讨论ꎮ 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

起ꎬ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

念ꎮ 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

性学术组织ꎬ 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

究中心ꎬ 支持国外学会、 基金会研究中国问

题ꎬ 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ꎬ 推动海外中国学研

究ꎮ 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ꎬ 推出并

牵头组织研究项目ꎬ 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的国际影响力ꎮ 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

学术期刊建设ꎬ 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

成果ꎮ 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发表学术文

章ꎬ 要给予支持ꎮ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

程ꎬ 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ꎬ 要加强顶层设

计ꎬ 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ꎮ 要实施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工程ꎬ 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

台ꎬ 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ꎮ 要充

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报刊网络理论宣传等思想理论工作平台

的作用ꎬ 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

教育ꎮ 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ꎬ 加强哲学

社会科学图书文献、 网络、 数据库等基础设施

和信息化建设ꎬ 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

心建设ꎬ 构建方便快捷、 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ꎮ 要创新科研经费分配、
资助、 管理体制ꎬ 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作

用ꎬ 把财政拨款和专项资助结合起来ꎬ 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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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费资助和竞争性经费资助结合起来ꎬ 把政

府资助和社会捐赠结合起来ꎬ 加大科研投入ꎬ
提高经费使用效率ꎮ 要建立科学权威、 公开透

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ꎬ 建立优秀成

果推介制度ꎬ 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 推

广开ꎮ
第四个问题: 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的领导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

业ꎬ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

线ꎮ 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

导ꎬ 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

保证ꎮ
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ꎬ 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ꎬ 一手抓

繁荣发展、 一手抓引导管理ꎮ 要深化管理体制

改革ꎬ 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能激发科研活

力的体制机制ꎬ 统筹管理好重要人才、 重要阵

地、 重大研究规划、 重大研究项目、 重大资金

分配、 重大评价评奖活动ꎮ 要统筹国家层面研

究和地方层面研究ꎬ 优化科研布局ꎬ 合理配置

资源ꎬ 处理好投入和效益、 数量和质量、 规模

和结构的关系ꎬ 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能力ꎮ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ꎬ 既要有比

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ꎬ 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

会科学知识ꎬ 以不断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

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ꎬ 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ꎬ 建立健全

决策咨询制度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ꎬ 要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ꎬ 建设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我主持中央深改组会

议ꎬ 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ꎬ
第一批高端智库已经建立并运行起来ꎮ 我在那

次会议上强调ꎬ 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须、 特色鲜

明、 制度创新、 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ꎬ 重点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 针对性、 储

备性政策研究ꎮ 近年来ꎬ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

设智库热情很高ꎬ 成果也不少ꎬ 为各级党政部

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ꎮ 同时ꎬ 有的智库研究

存在重数量、 轻质量问题ꎬ 有的存在重形式传

播、 轻内容创新问题ꎬ 还有的流于搭台子、 请

名人、 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ꎮ 智库建设要

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 推动内容创新上ꎮ
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

流ꎬ 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

结合起来ꎬ 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 更

好发挥作用ꎮ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ꎬ 要从人抓

起ꎬ 久久为功ꎮ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

密集的地方ꎮ 目前ꎬ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五路

大军ꎬ 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 培养好、 使

用好ꎬ 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

想的倡导者、 学术研究的开拓者、 社会风尚的

引领者、 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ꎮ 要实施以育人

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ꎬ 构

筑学生、 学术、 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ꎮ 要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ꎬ 着力发现、 培

养、 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学

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ꎬ 一批理论功底扎

实、 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ꎬ 一批年富力

强、 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ꎬ 构建种类齐

全、 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ꎮ 要完

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职称评定和人才遴选制

度ꎬ 建立规范的奖励体系ꎬ 表彰有突出贡献的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ꎬ 增强他们的荣誉感、 责

任感、 获得感ꎮ 宣传部门、 组织人事部门、 教

育部门和高等院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党校行政学院、 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 军队

院校等要共同努力ꎬ 形成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

才的良好激励机制ꎬ 促进优秀人才不断成长ꎮ
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ꎬ 尊重劳

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ꎬ 做到政

治上充分信任、 思想上主动引导、 工作上创造

条件、 生活上关心照顾ꎬ 多为他们办实事、 做

好事、 解难事ꎮ 领导干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

哲学社会科学ꎬ 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

勤付出和研究成果ꎬ 不要觉得哲学社会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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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自己都能讲讲ꎬ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学问ꎮ 要

主动同专家学者打交道、 交朋友ꎬ 经常给他们

出题目ꎬ 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ꎮ 要加强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ꎬ 让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ꎮ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ꎬ 是繁荣发展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ꎮ 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

识创新ꎬ 鼓励大胆探索ꎬ 开展平等、 健康、 活

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ꎬ 活跃学术空气ꎮ 要

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ꎬ 尊重差异ꎬ 包容多样ꎬ
提倡不同学术观点、 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
平等讨论ꎮ 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ꎬ
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ꎬ 也不要

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ꎬ 既反对打着

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 违反宪法法

律的假学术行为ꎬ 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

题混淆起来、 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

问题的简单化做法ꎮ
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ꎬ 必须解决好

学风问题ꎮ 当前ꎬ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

不良风气ꎬ 学术浮夸、 学术不端、 学术腐败现

象不同程度存在ꎬ 有的急功近利、 东拼西凑、
粗制滥造ꎬ 有的逃避现实、 闭门造车、 坐而论

道ꎬ 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 捏造数

据ꎮ 有的同志比较激烈地说ꎬ 现在是著作等

“身” 者不少、 著作等 “心” 者不多ꎮ 要大力

弘扬优良学风ꎬ 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ꎬ
推动形成崇尚精品、 严谨治学、 注重诚信、 讲

求责任的优良学风ꎬ 营造风清气正、 互学互

鉴、 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ꎮ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ꎬ 自觉遵守学术规

范ꎬ 讲究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ꎬ 崇

尚 “士以弘道” 的价值追求ꎬ 真正把做人、 做

事、 做学问统一起来ꎮ 要有 “板凳要坐十年

冷ꎬ 文章不写一句空” 的执着坚守ꎬ 耐得住寂

寞ꎬ 经得起诱惑ꎬ 守得住底线ꎬ 立志做大学

问、 做真学问ꎮ 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ꎬ 严肃

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ꎬ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 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ꎬ 以

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ꎬ 以高尚的人格魅力

引领风气ꎬ 在为祖国、 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

自我、 实现价值ꎮ
同志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

程中ꎬ 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天地广

阔ꎮ 希望大家不畏艰辛、 不辱使命ꎬ 以自己的

智慧和努力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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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习近平

同志们ꎬ 朋友们:
今天ꎬ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ꎬ 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ꎬ 回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ꎬ 展望党和人民事

业发展的光明前景ꎬ 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基层党组织ꎬ 动员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充满信心朝着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胜利前进ꎮ
同志们、 朋友们!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ꎬ 中华民族创造了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ꎬ 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

献ꎬ 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ꎮ 但是ꎬ 近代以

后ꎬ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ꎬ 由于封建统治的腐

败ꎬ 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 山河

破碎ꎬ 生灵涂炭ꎬ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

苦难ꎮ
面对苦难ꎬ 中国人民没有屈服ꎬ 而是挺起

脊梁、 奋起抗争ꎬ 以百折不挠的精神ꎬ 进行了

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ꎬ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

泣的史诗ꎮ
１９２１ 年ꎬ 五四运动之后ꎬ 在中华民族内忧

外患、 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ꎬ 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ꎬ 中

国共产党诞生了ꎮ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ꎬ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ꎮ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ꎬ 深刻改变了近代

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ꎬ 深刻改变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ꎬ 深刻改变

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ꎮ

在 ９５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ꎬ 中国共产

党紧紧依靠人民ꎬ 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ꎬ 取得

一个又一个胜利ꎬ 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

贡献ꎮ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ꎬ 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进行 ２８ 年浴血奋战ꎬ 打败日本帝国主

义ꎬ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ꎬ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

命ꎬ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这一伟大历史贡

献的意义在于ꎬ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历史ꎬ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

的局面ꎬ 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

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ꎬ 实现了中

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

飞跃ꎮ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ꎬ 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ꎬ 确立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ꎬ 消灭一切剥削制度ꎬ 推进了社会主义

建设ꎮ 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ꎬ 完成了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ꎬ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ꎬ 为中国发展富强、 中国人民

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ꎬ 实现了中华民族由

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 持续走向繁荣富强

的伟大飞跃ꎮ
这个伟大历史贡献ꎬ 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ꎬ 极大激

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ꎬ 极大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ꎬ 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ꎬ 人民生活

显著改善ꎬ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ꎬ 国际地位显著

提高ꎮ 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ꎬ 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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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ꎬ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ꎬ 使中国赶上了时代ꎬ 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

利ꎬ 使具有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

迈向现代化ꎬ 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

出新的蓬勃生机ꎻ 使具有 ５００ 年历史的社会主

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

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ꎬ 让科学社

会主义在 ２１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ꎻ 使具有

６０ 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ꎬ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

３０ 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ꎬ 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ꎬ 创造了人类

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ꎬ 使中华民

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ꎮ
历史告诉我们ꎬ 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ꎬ 没

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ꎬ 没

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 勇担历史重任、 敢

于作出巨大牺牲ꎬ 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

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ꎬ 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

压迫、 被奴役的命运ꎬ 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

统一、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ꎮ
历史告诉我们ꎬ ９５ 年来ꎬ 中国走过的历

程ꎬ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ꎬ 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 汗水、 泪水写就

的ꎬ 充满着苦难和辉煌、 曲折和胜利、 付出和

收获ꎬ 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 不容

否定的壮丽篇章ꎬ 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

往开来、 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ꎮ
历史还告诉我们ꎬ 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ꎬ
必须长期坚持、 永不动摇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

的ꎬ 必须长期坚持、 永不动摇ꎻ 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 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

果、 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ꎬ
必须长期坚持、 永不动摇ꎮ

同志们、 朋友们!
９５ 年来ꎬ 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ꎬ 是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

果ꎮ 以毛泽东同志、 邓小平同志、 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ꎬ 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ꎬ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ꎬ 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ꎬ
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ꎮ

在这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ꎬ 我们深切怀念

为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ꎬ 为中国共产党建

立、 巩固、 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 周恩

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同志等老一

辈革命家ꎬ 深切怀念为建立、 捍卫、 建设新中

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ꎬ 深切怀念近代以来

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顽强奋斗的所有

仁人志士ꎮ 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

永垂史册! 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

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是真正的英雄ꎮ 在

这里ꎬ 我代表党中央ꎬ 向全国广大工人、 农

民、 知识分子ꎬ 向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各界爱国人士ꎬ 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

队官兵、 公安民警ꎬ 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

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

同胞以及广大侨胞ꎬ 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一切

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ꎬ 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ꎬ 致以衷心

的谢意!
９５ 年来ꎬ 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ꎬ

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ꎬ 生动展示了共产党人

的为民情怀、 高尚情操ꎮ 这次受到表彰的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

组织ꎬ 就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ꎮ 我代表党中

央ꎬ 向这次受到表彰的同志们ꎬ 致以崇高的

敬意!
同志们、 朋友们!
“明镜所以照形ꎬ 古事所以知今ꎮ” 今天ꎬ

我们回顾历史ꎬ 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ꎬ
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 为回避今天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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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ꎬ 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

验、 把握历史规律ꎬ 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

力量ꎮ
党的十八大指出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ꎬ 必须准

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ꎮ 这

就告诫全党ꎬ 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

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ꎬ 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坚持和巩固党的

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ꎬ 使我们的党、 我们的国

家、 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ꎮ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ꎬ 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

豫者、 观望者、 懈怠者、 软弱者ꎮ 只有与历史

同步伐、 与时代共命运的人ꎬ 才能赢得光明的

未来ꎮ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９５ 年的历程ꎬ 但我们要

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ꎬ 永

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ꎮ 一切向前走ꎬ 都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ꎻ 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ꎬ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ꎬ 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ꎮ 面向未来ꎬ 面对挑战ꎬ 全党同志一定要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ꎮ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

来ꎬ 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ꎬ 不断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ꎮ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ꎮ ９５ 年

来ꎬ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

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ꎬ 就在于始终

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ꎬ 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ꎮ 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

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ꎬ 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

神、 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

命、 建设、 改革ꎬ 不断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ꎮ
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ꎬ 我们党从未动摇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ꎮ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ꎬ 为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

学理论指导ꎬ 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

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ꎮ 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ꎬ 我们党就会失去

灵魂、 迷失方向ꎮ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这一根本问题上ꎬ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ꎬ 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ꎮ
同时ꎬ 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ꎬ 马

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 时代化、 大

众化的问题ꎮ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ꎬ 而

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ꎮ 恩格斯早就说过: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ꎬ 而是方法ꎮ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ꎬ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

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ꎮ”
时代是思想之母ꎬ 实践是理论之源ꎮ 实践

发展永无止境ꎬ 我们认识真理、 进行理论创新

就永无止境ꎮ 今天ꎬ 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

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

的想象ꎮ 同时ꎬ 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

践、 还处在初级阶段ꎬ 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

题就越多ꎬ 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

索、 在理论上不断突破ꎮ
理论上不彻底ꎬ 就难以服人ꎮ 我们要以更

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

实基础和实践需要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坚持以我

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ꎬ 聆听时代声音ꎬ 更加

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ꎬ 不断开辟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

新境界ꎬ 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

烂的真理光芒ꎮ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牢记

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而

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ꎬ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ꎬ 不断把为崇

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ꎮ
革命理想高于天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

产党ꎬ 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

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ꎮ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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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ꎬ 归根到底是因为

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ꎮ
“志不立ꎬ 天下无可成之事ꎮ” 理想信念动

摇是最危险的动摇ꎬ 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

滑坡ꎮ 一个政党的衰落ꎬ 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

失或缺失开始ꎮ 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ꎬ 既要看

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ꎬ 更要看每一

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ꎮ ９５ 年来ꎬ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英勇奋斗ꎬ 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

了宝贵生命ꎮ “砍头不要紧ꎬ 只要主义真”ꎬ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ꎬ 决不能动摇我们

的信仰”ꎬ 这些视死如归、 大义凛然的誓言生

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ꎮ 理想之

光不灭ꎬ 信念之光不灭ꎮ 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

们的遗愿ꎬ 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

理想ꎮ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ꎬ 信念因其执着而

为信念ꎮ 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

的战略任务ꎬ 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

力ꎬ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者ꎬ 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ꎮ
理论上清醒ꎬ 政治上才能坚定ꎮ 坚定的理

想信念ꎬ 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

之上ꎬ 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ꎮ 全

党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ꎬ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

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ꎬ 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

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ꎮ 我们要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 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

养、 思想境界、 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ꎬ 做到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ꎬ 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

躁ꎬ 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ꎬ 牢牢占据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

制高点ꎮ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 文化自信ꎬ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ꎬ
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ꎮ

方向决定道路ꎬ 道路决定命运ꎮ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ꎬ 是党和人民历

尽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

伟大事业ꎬ 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ꎮ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

信、 文化自信ꎮ 当今世界ꎬ 要说哪个政党、 哪

个国家、 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ꎬ 那中国共产

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

信的ꎮ 有了 “自信人生二百年ꎬ 会当水击三千

里” 的勇气ꎬ 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

和挑战ꎬ 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 创造新

奇迹ꎮ
我们要坚信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ꎬ 是创造人民美

好生活的必由之路ꎮ 我们要坚信ꎬ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

论ꎬ 是立于时代前沿、 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ꎮ
我们要坚信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

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ꎬ 是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 明显制度优势、 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

进制度ꎮ
文化自信ꎬ 是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厚的

自信ꎮ 在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ꎬ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ꎬ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ꎮ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ꎬ 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精神力量ꎮ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ꎬ 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ꎬ 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ꎮ 历史没

有终结ꎬ 也不可能被终结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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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好ꎬ 要看事实ꎬ 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ꎬ
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ꎮ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

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ꎮ
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基本路

线要管一百年ꎬ 动摇不得ꎮ 只有坚持这条路

线ꎬ 人民才会相信你ꎬ 拥护你ꎮ 谁要改变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 政策ꎬ 老百姓不答

应ꎬ 谁就会被打倒ꎮ” 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

生命线、 人民的幸福线ꎬ 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 把四项基本原则作

为立国之本、 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ꎬ 不能

有丝毫动摇ꎮ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统筹

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ꎬ 协调推进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ꎬ 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ꎬ 不断把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推

向前进ꎮ
现阶段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

务ꎬ 就是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年时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为进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００
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

基础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是我们党向人民、 向

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ꎬ 是 １３ 亿多中国人民的共

同期盼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党形成并积极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ꎬ 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

治党的战略布局ꎮ “五位一体” 和 “四个全面”
相互促进、 统筹联动ꎬ 要协调贯彻好ꎬ 在推动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ꎬ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先进文化、 生态文明、 和谐社会ꎬ
协同推进人民富裕、 国家强盛、 中国美丽ꎮ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ꎬ 是解决中

国所有问题的关键ꎮ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ꎬ 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ꎬ 我国是世界

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ꎮ 这是我

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ꎮ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世界经济

发展进入转型期、 世界科技发展酝酿新突破的

发展格局ꎬ 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坚

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发展结构、 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ꎬ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推动经济更有效率、 更有质量、 更加公平、 更

可持续地发展ꎬ 加快形成崇尚创新、 注重协

调、 倡导绿色、 厚植开放、 推进共享的机制和

环境ꎬ 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ꎮ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坚定

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ꎬ 勇于全面深化改革ꎬ
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

放和增强社会活力ꎬ 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

前进ꎮ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ꎬ 是我

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ꎮ 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ꎬ 是党和人民

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ꎮ
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ꎬ 既不走封闭僵化

的老路ꎬ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ꎮ 我们要把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ꎬ 勇于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

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ꎬ 让制度更加成熟定

型ꎬ 让发展更有质量ꎬ 让治理更有水平ꎬ 让人

民更有获得感ꎮ
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ꎬ 坚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ꎬ 全面深化经济体

制、 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 生态文

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ꎮ
改革往往都是从易到难ꎮ 我们的改革要更

加注重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ꎬ 敢于涉深水

区、 啃硬骨头ꎮ 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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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 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ꎬ 敢于向积存多

年的顽瘴痼疾开刀ꎬ 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

和矛盾ꎬ 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ꎬ 坚决破除利

益固化樊篱ꎬ 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ꎮ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ꎮ 我们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ꎬ 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ꎬ 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ꎮ 全面依法治国ꎬ 核心是坚持党的领

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ꎬ 关键

在于坚持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支持司法、
带头守法ꎮ 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

威ꎬ 弘扬宪法精神ꎬ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

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ꎬ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

的特权ꎮ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坚信

党的根基在人民、 党的力量在人民ꎬ 坚持一切

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ꎬ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ꎬ 不断把为人民

造福事业推向前进ꎮ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ꎬ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ꎮ 党与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ꎬ 始终保持

血肉联系ꎬ 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

证ꎬ 正所谓 “得众则得国ꎬ 失众则失国”ꎮ
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ꎬ 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ꎬ 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ꎬ 把人民

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 答应

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ꎬ 使

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ꎮ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ꎬ 是我们党始终不

渝的奋斗目标ꎮ 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以

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ꎬ 发展各项社会事业ꎬ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ꎬ 打赢脱贫攻坚战ꎬ 保

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ꎬ 使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ꎬ 朝着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ꎮ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ꎬ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ꎬ
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ꎮ 我们要毫不动摇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ꎬ 长期坚持、 全面

贯彻、 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ꎬ 发展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ꎬ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ꎬ 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ꎬ 保证人民广

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ꎬ 形成生动活泼、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ꎮ

“功以才成ꎬ 业由才广ꎮ” 党和人民事业要

不断发展ꎬ 就要把各方面人才更好使用起来ꎬ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ꎮ 我们要以识才的慧眼、 爱

才的诚意、 用才的胆识、 容才的雅量、 聚才的

良方ꎬ 广开进贤之路ꎬ 把党内和党外、 国内和

国外等各方面优秀人才吸引过来、 凝聚起来ꎬ
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 人人努力成才、 人人

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ꎮ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始终

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ꎬ 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ꎬ 同各国

人民一道ꎬ 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推向前进ꎮ
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ꎬ 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ꎮ 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ꎬ 深知和平

的珍贵、 发展的价值ꎬ 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ꎮ
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

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ꎮ 中国主张各国

人民同心协力ꎬ 变压力为动力ꎬ 化危机为生

机ꎬ 以合作取代对抗ꎬ 以共赢取代独占ꎮ 什么

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 对世

界各国人民好ꎬ 要由各国人民商量ꎬ 不能由一

家说了算ꎬ 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ꎮ 中国将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ꎬ 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ꎬ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ꎬ 推动国

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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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 促

进共同发展ꎮ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ꎬ 愿扩

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ꎬ 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

同体和利益共同体ꎮ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ꎬ 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

合作ꎮ 中国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ꎬ 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ꎬ 在 “一带一路” 等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 更深入、 更

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ꎮ
中国人民深知ꎬ 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

会ꎬ 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ꎮ
中国对外开放ꎬ 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ꎬ 而是要

欢迎各方共同参与ꎻ 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ꎬ 而

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ꎻ 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

花园ꎬ 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ꎮ
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ꎬ 反对冷战

思维和零和博弈ꎮ 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 强

弱、 贫富一律平等ꎬ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

展道路的权利ꎬ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ꎬ 反对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于人ꎬ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ꎬ 反对

以强凌弱ꎮ 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ꎬ 不嫉妒他国

发展ꎬ 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ꎮ 中国人民

不信邪也不怕邪ꎬ 不惹事也不怕事ꎬ 任何外国

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ꎬ 不

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 安全、 发展

利益的苦果ꎮ
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 相

互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ꎬ 同

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ꎬ 促

进国家关系发展ꎮ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ꎬ 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ꎬ 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ꎬ
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ꎮ

办好中国的事情ꎬ 关键在党ꎮ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ꎮ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ꎬ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

所在、 命脉所在ꎬ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在、 幸福所在ꎮ
我们党作为一个有 ８８００ 多万名党员、 ４４０

多万个党组织的党ꎬ 作为一个在有着 １３ 亿多人

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ꎬ 党的建设关系重大、
牵动全局ꎮ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ꎬ 党

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ꎮ 这是加强党的建

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ꎮ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

属性ꎬ 我们加强党的建设ꎬ 就是要同一切弱化

先进性、 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ꎬ 祛病疗

伤ꎬ 激浊扬清ꎮ 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

气ꎬ 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不断增

强党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

高能力ꎬ 经受 “四大考验”、 克服 “四种危

险”ꎬ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ꎮ
治国必先治党ꎬ 治党务必从严ꎮ 如果管党

不力、 治党不严ꎬ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

出问题得不到解决ꎬ 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

资格ꎬ 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ꎮ 管党治党ꎬ 必须

严字当头ꎬ 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ꎬ 做到真管

真严、 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ꎮ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

础ꎮ 党要管党ꎬ 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ꎻ
从严治党ꎬ 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ꎮ 我们

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ꎬ 严肃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ꎬ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时代性、 原则性、 战斗性ꎬ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

生态ꎮ 全党同志要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切实做到对党忠诚、 为

党分忧、 为党担责、 为党尽责ꎮ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ꎬ 是观察党群干群关

系、 人心向背的晴雨表ꎮ 党的作风正ꎬ 人民的

心气顺ꎬ 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ꎮ 实践证明ꎬ
只要真管真严、 敢管敢严ꎬ 党风建设就没有什

么解决不了的问题ꎮ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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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正ꎬ 焉能正人ꎮ” 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 中央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抓起ꎬ 从高级

干部抓起ꎬ 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ꎬ 坚持和发

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ꎬ 坚持抓常、 抓细、 抓

长ꎬ 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ꎬ 确保党始终同人

民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ꎮ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ꎬ 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

腐败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党坚持 “老虎”
“苍蝇” 一起打ꎬ 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

挥ꎬ 不能腐、 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ꎬ 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ꎮ 反腐倡廉、 拒腐防

变必须警钟长鸣ꎮ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

确权力观ꎬ 保持高尚精神追求ꎬ 敬畏人民、 敬

畏组织、 敬畏法纪ꎬ 做到公正用权、 依法用

权、 为民用权、 廉洁用权ꎬ 永葆共产党人拒腐

蚀、 永不沾的政治本色ꎮ 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

品质ꎬ 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ꎬ 做到有案必

查、 有腐必惩ꎬ 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

身之地!
伟大的斗争ꎬ 宏伟的事业ꎬ 需要高素质干

部ꎮ 我们要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ꎬ 坚持五

湖四海、 任人唯贤ꎬ 坚持事业为上、 公道正

派ꎬ 坚决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ꎬ
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精心培养起来、 及时

发现出来、 合理使用起来ꎮ
以德修身、 以德立威、 以德服众ꎬ 是干部

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ꎮ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坚

守 “三严三实”ꎬ 拧紧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

观这个 “总开关”ꎬ 做到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ꎬ 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

奉献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ꎮ 各级领导干部要加

快知识更新、 加强实践锻炼ꎬ 使专业素养和工

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ꎬ 避免少知而迷、 无知而

乱ꎬ 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ꎮ
同志们、 朋友们!
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 同国家安全和

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ꎬ 是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ꎮ 我们要统

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ꎬ 全面加强军队革命

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ꎮ 要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ꎬ 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ꎬ 全面实施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依法治

军ꎬ 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ꎬ 着力培养有灵

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

人ꎬ 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

优良的人民军队ꎮ 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

略方针ꎬ 不会动辄以武力相威胁ꎬ 也不会动不

动到别人家门口炫耀武力ꎮ 到处炫耀武力不是

有力量的表现ꎬ 也吓唬不了谁ꎮ 要深入贯彻军

民融合发展战略ꎬ 加快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力

量ꎬ 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ꎬ 巩固和发

展军政军民团结ꎮ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完成祖国统一大

业ꎬ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ꎮ
“一国两制” 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

功ꎬ 具有强大生命力ꎮ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和挑战ꎬ 我们对 “一国两制” 的信心和决心都

绝不会动摇ꎮ 我们将全面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ꎬ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ꎬ 支持行政长官和

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履行职责ꎬ 支持香

港、 澳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推进民主、 促

进和谐ꎮ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

共同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ꎬ 也是通

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ꎮ 坚持 “九二共识”、
反对 “台独”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

础ꎮ 我们坚决反对 “台独” 分裂势力ꎮ 对任何

人、 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进行的分裂国家活

动ꎬ １３ 亿多中国人民、 整个中华民族都决不会

答应! 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ꎬ 是血

浓于水的一家人ꎮ 民族强盛ꎬ 是同胞共同之

福ꎻ 民族弱乱ꎬ 是同胞共同之祸ꎮ 两岸双方应

该胸怀民族整体利益ꎬ 携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打拼ꎮ
同志们、 朋友们!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ꎬ 也是我

们党的未来和希望ꎮ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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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说过ꎬ 青年要 “为世界进文明ꎬ 为

人类造幸福ꎬ 以青春之我ꎬ 创建青春之家庭ꎬ
青春之国家ꎬ 青春之民族ꎬ 青春之人类ꎬ 青春

之地球ꎬ 青春之宇宙ꎬ 资以乐其无涯之生”ꎮ
９５ 年来ꎬ 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

的热情和奉献ꎮ 全党要关注青年、 关心青年、
关爱青年ꎬ 倾听青年心声ꎬ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

人、 青年工作的热心人、 青年群众的引路人ꎮ
全国广大青年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

程ꎬ 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走ꎬ 勇做走在时

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 奉献者ꎬ 让青春在

为祖国、 为人民、 为民族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

光彩!
同志们、 朋友们!
９５ 年前ꎬ 中国人民对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渴望是多么

强烈ꎬ 但前途又是多么渺茫ꎮ 今天ꎬ 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ꎮ 我们完全可以说ꎬ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ꎬ 也一定能够实现ꎮ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ꎬ 党中央从西柏坡

动身前往北京时ꎬ 毛泽东同志说: “今天是进

京赶考的日子ꎮ” ６０ 多年的实践证明ꎬ 我们党

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ꎮ 同时ꎬ
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ꎬ 还在继续ꎮ 今天ꎬ 我们

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ꎬ 就是这场考

试的继续ꎮ
“路漫漫其修远兮ꎬ 吾将上下而求索ꎮ” 全

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永远保持

谦虚、 谨慎、 不骄、 不躁的作风ꎬ 永远保持艰

苦奋斗的作风ꎬ 勇于变革、 勇于创新ꎬ 永不僵

化、 永不停滞ꎬ 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

考验ꎬ 努力向历史、 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

的答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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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习近平

同志们:
今天ꎬ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ꎬ 纪念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ꎮ
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ꎬ 中国处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ꎬ 社会危机四伏ꎬ 日寇

野蛮侵略ꎬ 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ꎬ
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 “围剿”ꎬ 中国

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ꎬ 中国革命到了危

急关头ꎬ 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ꎮ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ꎬ 从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ꎬ 红军第一、 第二、 第四方

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ꎮ 我们党

领导红军ꎬ 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ꎬ 战胜千难万险ꎬ 付出巨大牺牲ꎬ 胜利完成

震撼世界、 彪炳史册的长征ꎬ 宣告了国民党反

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ꎬ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

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ꎬ 实现了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

折ꎬ 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

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ꎮ
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ꎬ 是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ꎬ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ꎮ
在这里ꎬ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ꎬ 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ꎬ 向领导红军

创造这一历史伟业的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同

志等老一辈革命家ꎬ 向在长征中浴血奋战和在

各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指战员ꎬ 向当年支援

红军长征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各革命根据地人

民ꎬ 向所有健在的红军老战士ꎬ 致以崇高的

敬意!
我提议ꎬ 全体起立ꎬ 为在长征途中和在各

地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
同志们!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ꎬ 回望 ８０ 年前那段苦

难和辉煌ꎬ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ꎬ 长征在我

们党、 国家、 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

义ꎬ 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

影响ꎮ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ꎮ 崇

高的理想ꎬ 坚定的信念ꎬ 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ꎮ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ꎬ 就把

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ꎬ 始终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ꎮ 党和红军几经挫

折而不断奋起ꎬ 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ꎬ 归根到

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

着ꎬ 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ꎮ
长征途中ꎬ 英雄的红军ꎬ 血战湘江ꎬ 四渡

赤水ꎬ 巧渡金沙江ꎬ 强渡大渡河ꎬ 飞夺泸定

桥ꎬ 鏖战独树镇ꎬ 勇克包座ꎬ 转战乌蒙山ꎬ 击

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ꎬ 征服空气稀薄

的冰山雪岭ꎬ 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ꎬ 纵横

十余省ꎬ 长驱二万五千里ꎮ 主力红军长征后ꎬ
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ꎬ 在极端困难

的条件下ꎬ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ꎬ 坚持游击战

争ꎮ 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ꎬ 同先

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

兵 “围剿”ꎬ 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

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ꎮ 东北抗日联军、 坚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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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

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ꎬ 都为长征胜

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ꎮ
长征的胜利ꎬ 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

利ꎬ 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ꎮ “风雨浸衣

骨更硬ꎬ 野菜充饥志越坚ꎻ 官兵一致同甘苦ꎬ
革命理想高于天ꎮ” 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ꎬ
崇高的理想ꎬ 坚定的信念ꎬ 激励和指引着红军

一路向前ꎮ 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

上ꎬ 平均每 ３００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ꎮ 长征这

条红飘带ꎬ 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ꎮ 艰难可

以摧残人的肉体ꎬ 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ꎬ 但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ꎮ
长征的胜利ꎬ 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

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 征服一切困难而不

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ꎮ 长

征向全中国、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ꎬ 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ꎬ 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

的、 以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ꎮ 长

征路上的苦难、 曲折、 死亡ꎬ 检验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理想信念ꎬ 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ꎮ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ꎮ 真

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ꎬ 真理只有在实

践中才能得到确立ꎮ 长征途中ꎬ 红军面临着凶

恶残暴的追兵阻敌ꎬ 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

境ꎬ 还面临着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ꎮ 经

过长征ꎬ 党和红军不是弱了ꎬ 而是更强了ꎬ 因

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ꎬ 找到了

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ꎮ
长征途中ꎬ 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ꎬ 是我

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ꎮ 这次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

位ꎬ 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

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ꎬ 开始

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ꎬ 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 不

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ꎮ

长征的胜利ꎬ 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ꎬ 只

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ꎬ 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

问题ꎬ 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ꎮ 这是在血的

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ꎮ
长征的胜利ꎬ 实现了在追求真理、 坚持真

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 红军的空前团

结ꎮ 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团结ꎬ 中国革

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ꎮ 经过长征的千锤百

炼ꎬ 我们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ꎬ 成为中国人民

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ꎬ 成为中国革命赢得

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ꎮ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ꎮ 红

军打胜仗ꎬ 人民是靠山ꎮ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

第一次ꎬ 长征是宣言书ꎬ 长征是宣传队ꎬ 长征

是播种机ꎮ 面对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的交锋、
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的抉择ꎬ 我们党始终植根

于人民ꎬ 联系群众、 宣传群众、 武装群众、 团

结群众、 依靠群众ꎬ 以自己的模范行动ꎬ 赢得

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ꎬ 广大人民群众是长

征胜利的力量源泉ꎮ
长征途中ꎬ 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

大旗ꎬ 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ꎬ 吹响

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ꎬ 汇聚起团结抗

日、 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ꎮ 广大人民群众深刻

认识到ꎬ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ꎬ 红

军是人民的军队、 真正抗日的力量ꎬ 中国共产

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

道路ꎮ
长征的胜利ꎬ 宣传了我们党的主张ꎬ 播撒

下革命的火种ꎬ 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ꎬ 巩固

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ꎬ 使党牢牢扎根在

人民之中ꎮ
长征的胜利ꎬ 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

和宗旨的力量ꎬ 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

人民中间生根开花ꎬ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

困难、 赢得胜利ꎮ
———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ꎮ 长

征的胜利ꎬ 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ꎮ 长征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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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ꎬ 不仅是战胜敌人、 赢得胜利、 实现战略目

标的过程ꎬ 而且是联系实际、 创新理论、 探索

革命道路的过程ꎮ 长征出发前ꎬ 由于党内

“左”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ꎬ 中央革命根据

地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ꎬ 其他根据地也遭受

挫折ꎬ 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ꎮ 面

对乱云飞渡、 惊涛骇浪ꎬ 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

惧的伟大实践精神ꎬ 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

造精神ꎬ 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向新生、 走

向胜利的革命道路ꎮ
长征途中ꎬ 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

索ꎬ 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

在一起ꎬ 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

联系在一起ꎬ 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

战争的转变ꎬ 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

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ꎮ
长征的胜利ꎬ 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ꎬ 而且

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

脚点ꎬ 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

点ꎮ 从长征的终点出发ꎬ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

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ꎮ
长征的胜利ꎬ 使我们党以陕甘宁革命根据

地为中心ꎬ 推动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

般建立和发展起来ꎬ 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渐

成燎原之势ꎬ 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ꎮ
同志们!
“艰难困苦ꎬ 玉汝于成ꎮ” 长征历时之长、

规模之大、 行程之远、 环境之险恶、 战斗之惨

烈ꎬ 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ꎬ 在世界战争

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ꎮ
在漫漫征途中ꎬ 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

６００ 余次战役战斗ꎬ 跨越近百条江河ꎬ 攀越 ４０
余座高山险峰ꎬ 其中海拔 ４０００ 米以上的雪山就

有 ２０ 余座ꎬ 穿越了被称为 “死亡陷阱” 的茫

茫草地ꎬ 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ꎮ 红

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

剧ꎬ 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ꎮ
８０ 年来ꎬ 世界范围内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

和研究层出不穷ꎬ 慕名前来寻访长征路的人络

绎不绝ꎮ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ꎬ 红军长

征是 ２０ 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

一ꎬ 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 用意志和勇气谱

写的人类史诗ꎮ 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

力量ꎬ 跨越时空ꎬ 跨越民族ꎬ 是人类为追求真

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ꎮ
同志们!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ꎬ 留给我

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ꎬ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

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ꎮ
伟大长征精神ꎬ 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ꎬ 坚定革命的理想

和信念ꎬ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ꎻ 就是

为了救国救民ꎬ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ꎬ 不惜付出

一切牺牲的精神ꎻ 就是坚持独立自主、 实事求

是ꎬ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ꎻ 就是顾全大局、
严守纪律、 紧密团结的精神ꎻ 就是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ꎬ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 患难与共、 艰

苦奋斗的精神ꎮ
伟大长征精神ꎬ 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

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ꎬ 是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ꎬ 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ꎮ
人无精神则不立ꎬ 国无精神则不强ꎮ 精神

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ꎬ 唯有精神上

达到一定的高度ꎬ 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

中屹立不倒、 奋勇向前ꎮ 伟大长征精神ꎬ 作为

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 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ꎬ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ꎬ 成为鼓

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 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ꎮ
同志们!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ꎬ 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

的历史ꎮ 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ꎬ 就是从长征

中走出来的ꎮ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ꎬ 毛泽东同志就告诫

我们: “夺取全国胜利ꎬ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

了第一步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经过艰苦摸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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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实践ꎬ 我们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ꎬ 迈上

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之路ꎮ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ꎬ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艰苦奋斗ꎬ 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加速发展ꎬ 人

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善ꎬ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极大

巩固和发展ꎬ 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

的艰巨的历史任务ꎮ 邓小平同志说: “我们搞

社会主义才几十年ꎬ 还处在初级阶段ꎮ 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制度ꎬ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

段ꎬ 需要我们几代人、 十几代人ꎬ 甚至几十代

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ꎬ 决不能掉以轻心ꎮ”
历史是不断向前的ꎬ 要达到理想的彼岸ꎬ

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ꎮ 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ꎬ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

的长征路ꎮ 今天ꎬ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ꎬ 就是

要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ꎮ
今天的长征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ꎬ 同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相比ꎬ
虽然在环境、 条件、 任务、 力量等方面有一些

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ꎬ 但都是具有开创性、 艰

巨性、 复杂性的事业ꎮ
实现伟大的理想ꎬ 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ꎮ

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

进展ꎬ 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

效ꎬ 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

胜利ꎬ 我们还有许多 “雪山” “草地” 需要跨

越ꎬ 还有许多 “娄山关” “腊子口” 需要征服ꎬ
一切贪图安逸、 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

要不得的ꎬ 一切骄傲自满、 不愿继续开拓前进

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ꎮ
长征永远在路上ꎮ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

族ꎬ 是没有出路的民族ꎮ 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

到哪一步ꎬ 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ꎬ 我们都

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在新的长征路上继

续奋勇前进ꎮ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走好今天的长征

路ꎬ 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ꎬ 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

斗ꎮ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 心中有信仰ꎬ 脚下有

力量ꎻ 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ꎬ 没有崇高理

想信念的有力支撑ꎬ 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

象的ꎮ 邓小平同志说: “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

弱小ꎬ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ꎬ 一直有强大的战斗

力ꎬ 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ꎮ 有了共同的理想ꎬ 也就有了铁的纪律ꎮ 无

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ꎬ 这都是我们的真正

优势ꎮ”
在新的长征路上ꎬ 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

念坚定ꎬ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ꎬ 不论条件如何变

化ꎬ 都风雨如磐不动摇ꎬ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

者、 忠实实践者ꎬ 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ꎬ 永远

为了理想而斗争ꎮ
“石可破也ꎬ 而不可夺坚ꎻ 丹可磨也ꎬ 而

不可夺赤ꎮ” 理想信念的坚定ꎬ 来自思想理论

的坚定ꎮ 认识真理ꎬ 掌握真理ꎬ 信仰真理ꎬ 捍

卫真理ꎬ 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ꎮ 中国共

产党人的理想信念ꎬ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

理的基础之上ꎬ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ꎬ 建立在为最广大人

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ꎮ 我们坚定ꎬ
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ꎮ 我们坚定ꎬ 是因为

我们遵循的是规律ꎮ 我们坚定ꎬ 是因为我们代

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ꎮ
坚定理想信念ꎬ 就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ꎬ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让

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ꎬ 让真理指引我们的理

想ꎬ 让真理坚定我们的信仰ꎮ 要坚持学而信、
学而思、 学而行ꎬ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

的理想信念ꎬ 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ꎬ 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ꎬ 用信仰之

力开创美好未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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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走好今天的长征

路ꎬ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

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ꎬ 为夺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ꎮ 长征

胜利启示我们: 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

确前进方向ꎻ 只有立足实际、 独立自主开辟前

进道路ꎬ 才能不断走向胜利ꎮ 长征走过的道

路ꎬ 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ꎬ 而且翻越了把马克

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ꎮ
长征给我们的根本经验和启示ꎬ 就是要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坚

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 建设、 改革

道路ꎮ
在新的长征路上ꎬ 我们要坚信ꎬ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ꎬ 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

之路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

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ꎬ 是立于时代前沿、 与时

俱进的科学理论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ꎬ 是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 明显制度优势、 强大自我完善能力

的先进制度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ꎬ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ꎬ 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

神力量ꎮ 这一点ꎬ 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

正确的ꎬ 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理想和探索ꎬ 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

愿和期盼ꎬ 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ꎬ 是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我们强调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

信ꎬ 不是说就故步自封、 不思进取了ꎬ 我们必

须不断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

前进ꎬ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

活力ꎮ 同时ꎬ 我们要永远记住ꎬ 我们所进行的

一切完善和改进ꎬ 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

进ꎬ 而不是改变方向ꎬ 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
国家、 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ꎮ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走好今天的长征

路ꎬ 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ꎬ 坚持一切

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ꎬ 为人民过上更加美

好生活而矢志奋斗ꎮ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 人民

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ꎬ 只有始终相信人

民ꎬ 紧紧依靠人民ꎬ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

性、 主动性、 创造性ꎬ 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

磅礴之力ꎮ 一部红军长征史ꎬ 就是一部反映军

民鱼水情深的历史ꎮ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ꎬ ３
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ꎬ 临走时ꎬ 把自

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ꎮ 老

人说ꎬ 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

被子ꎬ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ꎮ 同人民风

雨同舟、 血脉相通、 生死与共ꎬ 是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ꎬ 也是我们战

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ꎮ 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能够发展壮大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

能够不断前进ꎬ 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ꎮ 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ꎬ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支持ꎬ 也正是因为造

福了人民ꎮ
在新的长征路上ꎬ 全党必须牢记ꎬ 为什么

人、 靠什么人的问题ꎬ 是检验一个政党、 一个

政权性质的试金石ꎮ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

为根本政治立场ꎬ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

地位ꎬ 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ꎮ 我们

要团结带领全体人民ꎬ 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

懈努力ꎬ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ꎬ 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ꎬ 朝着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ꎮ
“水能载舟ꎬ 亦能覆舟ꎮ” 这个道理我们必

须牢记ꎬ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ꎮ 老百姓是天ꎬ
老百姓是地ꎮ 忘记了人民ꎬ 脱离了人民ꎬ 我们

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ꎬ 就会一事无

成ꎮ 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ꎬ 始终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ꎬ 始终接受人民群众批评

和监督ꎬ 心中常思百姓疾苦ꎬ 脑中常谋富民之

策ꎬ 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ꎬ
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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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ꎬ 是凝聚

人心、 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ꎮ 在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ꎬ 我们一定要巩固全国

各族人民大团结ꎬ 增强各党派、 各团体、 各民

族、 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团结ꎬ 坚决维护国家

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ꎬ 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统一

和团结的分裂活动ꎮ 我们要凝聚起全体人民智

慧和力量ꎬ 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

力ꎬ 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团结奋斗迸发

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动力ꎮ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走好今天的长征

路ꎬ 必须把握方向、 统揽大局、 统筹全局ꎬ 为

实现我们的总任务、 总布局、 总目标而矢志奋

斗ꎮ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 一个党要立于不败之

地ꎬ 必须立于时代潮头ꎬ 紧扣新的历史特点ꎬ
科学谋划全局ꎬ 牢牢把握战略主动ꎬ 坚定不移

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ꎮ 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ꎬ
渡的是大河险滩ꎬ 过的是草地荒原ꎬ 但每一个

行程、 每一次突围、 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

出发ꎬ 既赢得了战争胜利ꎬ 也赢得了战略主

动ꎮ 这既是一种精神ꎬ 也是一种智慧ꎮ
在新的长征路上ꎬ 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

情ꎬ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 统筹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ꎬ 协调推进各项事业发展ꎬ 抓住战

略重点ꎬ 实现关键突破ꎬ 赢得战略主动ꎬ 防范

系统性风险ꎬ 避免颠覆性危机ꎬ 维护好发展

全局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总任务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我

们必须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

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一心一意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ꎬ 不断把

完成总任务的历史进程推向前进ꎮ 发展对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ꎬ 我

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坚持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破解发展难题ꎬ 厚

植发展优势ꎬ 不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奠定强大物质基础ꎮ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

命运的关键一招ꎬ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改革

旗帜ꎬ 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ꎬ 坚决破除利益

固化樊篱ꎬ 坚决清除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体制机制障碍ꎬ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ꎬ 我们必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

进ꎬ 坚定不移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

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ꎬ 让党和国家事业始

终充满创造活力、 不断打开创新局面ꎮ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走好今天的长征

路ꎬ 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 同国家安

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ꎬ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ꎮ 长征

胜利启示我们: 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 民族

的希望ꎬ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

利的根本保证ꎮ 长征锻炼了人民军队ꎬ 长征磨

炼了人民军队ꎬ 长征成就了人民军队ꎬ 长征开

启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新起点ꎮ 长征是人民军队

的光荣ꎬ 光荣的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继承红军长

征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作风ꎮ
在新的长征路上ꎬ 我们要坚持以党在新形

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ꎬ 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

事战略方针ꎬ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ꎮ
强国必须强军ꎬ 军强才能国安ꎮ 要紧紧

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ꎬ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ꎬ 永葆人民军队性质、 宗旨、 本色ꎬ 永

远做红军的传人ꎬ 着力培养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ꎬ 努力锻

造具有铁一般信仰、 铁一般信念、 铁一般纪

律、 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ꎮ 要紧紧扭住改

革强军不放松ꎬ 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ꎬ 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

障碍、 结构性矛盾、 政策性问题ꎬ 深入推进

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ꎬ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

代军事力量体系ꎮ 要紧紧扭住依法治军不放

松ꎬ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ꎬ 推动

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ꎬ 提高国防和军

队建设法治化水平ꎮ 要紧紧扭住备战打仗不

放松ꎬ 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ꎬ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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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ꎬ 加强实战化军事训

练ꎬ 加快提升打赢信息化战争能力ꎮ 要深入

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ꎬ 更好把国防和军队

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ꎬ 形成全要

素、 多领域、 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

局ꎮ 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ꎬ 巩固

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ꎮ 要加强国际军事安全

合作ꎬ 积极履行同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责

任和义务ꎬ 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全球性

安全挑战ꎬ 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ꎮ
全军要增强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 使命意识ꎬ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ꎬ
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重

大责任ꎮ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走好今天的长征

路ꎬ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ꎬ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ꎬ
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ꎮ 长

征胜利启示我们: 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

功的根本保证ꎮ 毛泽东同志指出: “谁使长征

胜利的呢? 是共产党ꎮ 没有共产党ꎬ 这样的长

征是不可能设想的ꎮ 中国共产党ꎬ 它的领导机

关ꎬ 它的干部ꎬ 它的党员ꎬ 是不怕任何艰难困

苦的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是中国革命、 建

设、 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ꎬ 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ꎬ 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最大优势ꎬ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

完善ꎮ
在新的长征路上ꎬ 全党同志都要自觉坚持

和维护党的领导ꎬ 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ꎬ
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 为党担责、 为党尽责ꎬ
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ꎬ 通过全党

共同努力ꎬ 使我们党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永远

走在时代前列ꎮ
“自知者英ꎬ 自胜者雄ꎮ” 民族复兴梦想

越接近ꎬ 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ꎬ 越要加强党

的建设ꎮ 安不忘危ꎬ 才是生存发展之道ꎮ 我

们党面临的 “四大考验” “四种危险” 是长

期的、 复杂的、 严峻的ꎮ 要坚持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ꎬ 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

中强化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

齐意识ꎬ 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ꎮ 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ꎬ 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

进性建设这条主线ꎬ 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ꎬ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ꎬ 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 自我完

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ꎬ 提高党的领

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

险能力ꎬ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ꎮ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走好今天的长征路ꎬ

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ꎮ
伟大长征精神ꎬ 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 进

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ꎬ 我们世世代

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 学习伟大长征精

神、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使之成为我们党、 我

们国家、 我们人民、 我们军队、 我们民族不断

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ꎮ
同志们!
长征胜利 ８０ 年来ꎬ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ꎬ 不断推进革命、 建设、 改革伟大事

业ꎬ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ꎬ
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ꎮ

现在ꎬ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ꎮ 我们这一代

人ꎬ 继承了前人的事业ꎬ 进行着今天的奋斗ꎬ
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ꎮ

蓝图已绘就ꎬ 奋进正当时ꎮ 前进道路上ꎬ
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激励和鼓舞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发愤图

强、 奋发有为ꎬ 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ꎬ 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

上续写新的篇章、 创造新的辉煌!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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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
中国新闻奖、 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强调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在第十七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ꎬ 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

中国新闻奖、 长江韬奋奖颁奖会 １１ 月 ７ 日在京

举行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亲切会见理事会全体代表和获奖者代表ꎬ 并

发表重要讲话ꎮ 他强调ꎬ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ꎬ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ꎬ 是治国理政、 定国安邦的大

事ꎮ 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ꎬ 对做好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ꎬ 大家要抓好落实ꎬ 把

中央主要媒体和各级媒体越办越好ꎬ 为党和人民作

出更大贡献ꎬ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ꎮ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ꎬ 向理事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ꎬ 向各位代表和全国广大新闻工作

者致以诚挚的问候ꎬ 希望这次会议开成团结奋

进的会议、 继往开来的会议ꎬ 进一步统一思

想、 提高认识、 推进工作ꎮ
习近平指出ꎬ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ꎬ
新闻舆论战线与党和人民同呼吸、 与时代共进步ꎬ
积极宣传党的主张、 深入反映群众呼声、 主动开

展决策调研ꎬ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习近平强调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新闻舆论战

线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ꎬ 突出

宣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

中全会精神ꎬ 全面反映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

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进展成效ꎬ 深入宣

传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ꎬ 唱响了主

旋律ꎬ 传播了正能量ꎬ 有力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信心和力量ꎮ 广大新闻工作者牢

记职责、 奋发有为ꎬ 用智慧、 汗水乃至生命为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实践证明ꎬ 我

们的新闻工作队伍是一支可靠的、 高素质的、 能

打硬仗的队伍ꎬ 同志们工作很辛苦、 很有成效ꎬ
党和人民感谢你们ꎮ

习近平对广大新闻记者提出 ４点希望ꎮ 一是要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ꎬ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ꎬ 坚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ꎬ 坚守党和人民立场ꎬ 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ꎬ 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ꎮ 二是要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ꎬ 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ꎬ 深入宣传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

的奋斗和取得的成就ꎬ 弘扬主旋律ꎬ 释放正能量ꎬ
做引领时代的新闻工作者ꎮ 三是要坚持正确新闻志

向ꎬ 提高业务水平ꎬ 勇于改进创新ꎬ 不断自我提

高、 自我完善ꎬ 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ꎮ 四是要

坚持正确工作取向ꎬ 以人民为中心ꎬ 心系人民、 讴

歌人民ꎬ 发扬职业精神ꎬ 恪守职业道德ꎬ 勤奋工

作、 甘于奉献ꎬ 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ꎮ 一句

话ꎬ 就是要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ꎮ
习近平指出ꎬ 中国记协是党领导的人民团体ꎬ

是党和政府联系新闻界的桥梁和纽带ꎮ 希望中国记

协再接再厉ꎬ 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

性ꎬ 更好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ꎬ 真正成为

“记者之家”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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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习近平

各位代表ꎬ 同志们ꎬ 朋友们: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ꎬ 是我

国文艺界的一次盛会ꎮ 首先ꎬ 我代表党中央ꎬ
向大会的召开ꎬ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体代

表ꎬ 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ꎬ 致以

诚挚的问候!
党对文艺工作历来高度重视ꎬ 这是因为ꎬ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ꎬ 文艺战线是

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ꎮ 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ꎬ 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ꎬ 坚

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ꎬ 创作了一大批

脍炙人口、 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ꎬ 弘扬了中国

精神ꎬ 凝聚了中国力量ꎬ 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 人民

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我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ꎬ

我同文艺界的同志们深入交流ꎬ 进一步明确了

新形势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任

务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

身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火热实践ꎬ 倾情服务人

民ꎬ 倾心创作精品ꎬ 热情讴歌全国各族人民追

梦圆梦的顽强奋斗ꎬ 弘扬崇高理想和英雄气

概ꎬ 奏响了时代之声、 爱国之声、 人民之声ꎮ
特别是在党和国家举办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中ꎬ
在面向基层、 面向群众的文化服务中ꎬ 在中外

人文交流中ꎬ 广大文艺工作者勇挑大梁、 不计

名利、 夙夜奔忙ꎬ 展现了昂扬的精神风貌、 高

超的艺术水平ꎮ 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努力

下ꎬ 我国文艺界出现新气象新面貌ꎬ 文学、 戏

剧、 电影、 电视、 音乐、 舞蹈、 美术、 摄影、
书法、 曲艺、 杂技、 民间文艺、 文艺评论、 群

众文艺、 艺术教育等都取得丰硕成果ꎬ 主旋律

更加响亮ꎬ 正能量更加强劲ꎬ 为人民提供了丰

富精神食粮ꎬ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魅力ꎮ
实践充分证明ꎬ 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怀祖国

人民、 响应时代召唤、 追求艺术理想ꎬ 是一支

有智慧有才情、 敢担当敢创新、 可信赖可依靠

的队伍ꎮ 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各位代表! 同志们、 朋友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ꎬ 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

使命ꎮ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ꎬ 当代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

力前进ꎮ 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ꎬ 也是一个

英雄辈出的时代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ꎬ 有中

国人民团结一心、 自强不息的精神ꎬ 有中国人

民创新创造、 开拓进取的勇气ꎬ 有中国人民艰

苦奋斗、 顽强拼搏的毅力ꎬ 中华民族在苦难和

曲折中一步步走到今天ꎬ 必将在辉煌和奋斗中

大踏步走向明天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一

定能够劈波斩浪驶向光辉的彼岸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需要物质文明极

大发展ꎬ 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ꎮ 早在革命

战争年代ꎬ 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强调要建设民族

的、 科学的、 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ꎮ １９４０
年ꎬ 他说: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ꎬ 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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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繁荣的中国ꎬ 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

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ꎬ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

治因 而 文 明 先 进 的 中 国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ꎬ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发表祝词强调: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

质文明的同时ꎬ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ꎬ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ꎬ 建设高度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ꎮ” 他还强调: 要大力发扬

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崇高精神ꎬ “大
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

民、 全体青少年中间去ꎬ 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ꎬ 为世界上一切要

求革命、 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ꎬ 也为世界上

许多精神空虚、 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ꎮ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 饱受挫折又

不断浴火重生ꎬ 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

撑ꎮ 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 智慧、 气度、
神韵ꎬ 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

自信和自豪ꎮ 在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

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ꎬ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ꎮ 我们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ꎬ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大力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精神力量ꎮ
各位代表! 同志们、 朋友们!
文运同国运相牵ꎬ 文脉同国脉相连ꎮ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

业ꎬ 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ꎬ 也需要振奋人

心的伟大作品ꎮ 鲁迅先生 １９２５ 年就说过: “文
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ꎬ 同时也是引导国民

精神的前途的灯火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ꎬ 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ꎬ
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高擎民族精神

火炬ꎬ 吹响时代前进号角ꎬ 把艺术理想融入党

和人民事业之中ꎬ 做到胸中有大义、 心里有人

民、 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ꎬ 推出更多反映

时代呼声、 展现人民奋斗、 振奋民族精神、 陶

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ꎬ 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

加美好的前景ꎬ 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

未来ꎮ
这里ꎬ 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ꎮ
第一ꎬ 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ꎬ 用文艺振

奋民族精神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必须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

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

和个性的优秀作品ꎬ 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有深刻的理解ꎬ 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ꎮ 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

华、 汲取能量ꎬ 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 文化价

值的高度信心ꎬ 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 创造

力的高度信心ꎬ 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ꎮ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ꎮ 历史

和现实都表明ꎬ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

史文化的民族ꎬ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ꎬ 而且很

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ꎮ 文化自信ꎬ 是更基

础、 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ꎬ 是更基本、 更深

沉、 更持久的力量ꎮ 坚定文化自信ꎬ 是事关国

运兴衰、 事关文化安全、 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的大问题ꎮ 没有文化自信ꎬ 不可能写出有骨

气、 有个性、 有神采的作品ꎮ
古往今来ꎬ 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

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

匠的深刻影响ꎮ 中华民族精神ꎬ 既体现在中国

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ꎬ 体现在中国人

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ꎬ 也反映在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ꎬ 反映在我

国一切文学家、 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ꎮ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ꎬ 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

数不朽作品ꎮ 从诗经、 楚辞、 汉赋ꎬ 到唐诗、
宋词、 元曲、 明清小说等ꎬ 共同铸就了灿烂的

中国文艺历史星河ꎮ 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

此强大、 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ꎬ 中华民族素

有文化自信的气度ꎬ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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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ꎬ 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ꎬ 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精神ꎮ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

品ꎬ 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ꎬ 都

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ꎮ 任何一个时代的

文艺ꎬ 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 休戚与

共ꎬ 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ꎮ 反映时代是文

艺工作者的使命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

脉搏ꎬ 承担时代使命ꎬ 聆听时代声音ꎬ 勇于回

答时代课题ꎮ
古今中外ꎬ 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

因时而兴ꎬ 乘势而变ꎬ 随时代而行ꎬ 与时代同

频共振ꎮ 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ꎬ
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 开社会之先风、 启智

慧之先河ꎬ 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ꎮ
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ꎬ 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

外茕茕孑立、 喃喃自语ꎬ 只能被时代淘汰ꎮ
对文艺来讲ꎬ 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ꎬ 一

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

体ꎮ 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ꎬ 再丰富多样

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ꎮ 文艺的性质决定

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ꎮ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ꎬ 是

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ꎮ 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

本任务ꎬ 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 情

感、 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

格的优秀作品ꎮ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ꎬ 英雄是民族最

闪亮的坐标ꎮ 歌唱祖国、 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

艺创作的永恒主题ꎬ 也是最动人的篇章ꎮ 我们

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ꎬ 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

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ꎬ 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ꎬ
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ꎬ 激发每一个中国人

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ꎮ 对中华民族的英

雄ꎬ 要心怀崇敬ꎬ 浓墨重彩记录英雄、 塑造英

雄ꎬ 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ꎬ 引导人民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国家观、 文化

观ꎬ 绝不做亵渎祖先、 亵渎经典、 亵渎英雄的

事情ꎮ 要抒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蓬勃实践ꎬ 抒写多彩的中国、 进步的中国、
团结的中国ꎬ 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

未来ꎮ
坚定文化自信ꎬ 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

认知和运用ꎮ 历史是一面镜子ꎬ 从历史中ꎬ 我

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 参透生活、 认识自己ꎻ
历史也是一位智者ꎬ 同历史对话ꎬ 我们能够更

好认识过去、 把握当下、 面向未来ꎮ “观古今

于须臾ꎬ 抚四海于一瞬ꎮ” 没有历史感ꎬ 文学

家、 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

想ꎮ 文学家、 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

现ꎬ 必须有史识、 史才、 史德ꎮ
历史给了文学家、 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

限的想象空间ꎬ 但文学家、 艺术家不能用无端

的想象去描写历史ꎬ 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ꎮ 文

学家、 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ꎬ 但

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ꎬ 告诉人们历史中

最有价值的东西ꎮ 戏弄历史的作品ꎬ 不仅是对

历史的不尊重ꎬ 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ꎬ
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ꎮ 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ꎬ
尊重历史、 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

史ꎬ 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ꎬ 才能立之当世、
传之后人ꎮ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ꎬ 既是民

族的也是世界的ꎮ 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
长于斯的土地ꎬ 文艺才能接住地气、 增加底

气、 灌注生气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ꎮ
正所谓 “落其实者思其树ꎬ 饮其流者怀其源”ꎮ
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ꎬ
在继承中转化ꎬ 在学习中超越ꎬ 创作更多体现

中华文化精髓、 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 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

品ꎬ 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

格、 中国气派屹立于世ꎮ
第二ꎬ 希望大家坚持服务人民ꎬ 用积极的

文艺歌颂人民ꎮ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是时代

的雕塑者ꎮ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

源于人民ꎬ 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ꎮ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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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

浪漫主义情怀ꎬ 观照人民的生活、 命运、 情

感ꎬ 表达人民的心愿、 心情、 心声ꎬ 立志创作

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ꎮ
人民需要艺术ꎬ 艺术更需要人民ꎮ 马克思

说: “人民历来就是作家 ‘够资格’ 和 ‘不够

资格’ 的唯一判断者ꎮ” 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ꎬ
以为大众是 “下里巴人”ꎬ 以为面向群众创作

不上档次ꎬ 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ꎮ 文艺创作

方法有一百条、 一千条ꎬ 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

根人民ꎮ 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ꎬ 艺术之树才

能常青ꎮ
文艺要服务人民ꎬ 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

活ꎮ 今天ꎬ 在我国 ９６０ 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ꎬ
１３ 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ꎬ 国家蓬

勃发展ꎬ 家庭酸甜苦辣ꎬ 百姓欢乐忧伤ꎬ 构成

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ꎬ 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

事ꎬ 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ꎬ 展现出色彩斑斓

的画面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ꎬ 也必将大

有作为ꎮ
我们的文学艺术ꎬ 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

的伟大实践ꎬ 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

感ꎬ 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

真情和真谛ꎬ 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ꎮ 关在象

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ꎮ 离

开人民ꎬ 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

吟、 无魂的躯壳ꎮ 一切有抱负、 有追求的文艺

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ꎬ 走出方寸天地ꎬ
阅尽大千世界ꎬ 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

而跳动ꎮ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ꎬ 而是一个一个具体

的人的集合ꎬ 每个人都有血有肉、 有情感、 有

爱恨、 有梦想ꎬ 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ꎮ 真实

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ꎬ 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

样的人物ꎬ 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

营养ꎬ 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ꎬ 不断进行

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ꎮ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ꎬ 就是文艺作品的

高度ꎬ 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ꎮ 只有创作出典型

人物ꎬ 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 感染力、 生命

力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

福放在心中ꎬ 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

笔端ꎬ 讴歌奋斗人生ꎬ 刻画最美人物ꎮ
走入生活、 贴近人民ꎬ 是艺术创作的基本

态度ꎻ 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ꎬ 是艺术

创作的基本能力ꎮ 文艺工作者既要有这样的态

度ꎬ 也要有这样的能力ꎮ 文艺反映社会ꎬ 不是

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ꎬ 而是通过文字、 颜

色、 声音、 情感、 情节、 画面、 图像等进行艺

术再现ꎮ 因此ꎬ 社会的色彩有多么斑斓ꎬ 文艺

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斑斓ꎻ 社会的情境有

多么丰富ꎬ 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么丰

富ꎻ 社会的韵味有多么淳厚ꎬ 文艺作品的韵味

就应该有多么淳厚ꎮ
“文变染乎世情ꎬ 兴废系乎时序ꎮ” 揭示人

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ꎮ 伟大

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 民族、 国家命运最深刻

把握的作品ꎮ 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来ꎬ 我们党领导

人民所进行的奋斗ꎬ 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

位变革ꎬ 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ꎬ 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ꎮ 面对这

种史诗般的变化ꎬ 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

史诗ꎮ 史诗是人民创造的ꎬ 不论多么宏大的创

作ꎬ 多么高的立意追求ꎬ 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

活出发ꎬ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ꎬ 从质朴中发现崇

高ꎬ 从而深刻提炼生活、 生动表达生活、 全景

展现生活ꎮ
历史变化如此深刻ꎬ 社会进步如此巨大ꎬ

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此活跃ꎬ 为文艺发展提供了

无尽的矿藏ꎮ 社会是一本大书ꎬ 只有真正读

懂、 读透了这本大书ꎬ 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ꎮ
读懂社会、 读透社会ꎬ 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

广度、 精神力度、 思想深度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努力上好社会这所大学校ꎬ 读好社会这本大

书ꎬ 创作出既有生活底蕴又有艺术高度的优秀

作品ꎮ
“文人之笔ꎬ 劝善惩恶ꎮ” 文艺要反映生

活ꎬ 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ꎮ 茅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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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ꎬ 而

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ꎮ” 生活中不可能

只有昂扬没有沉郁、 只有幸福没有不幸、 只有

喜剧没有悲剧ꎮ 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

的ꎬ 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

方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ꎬ
弘扬正能量ꎬ 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 鼓舞人、
启迪人ꎬ 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 文化修养、
审美水准、 道德水平ꎬ 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

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ꎮ
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

泉、 力量的源泉、 快乐的源泉ꎮ 清泉永远比淤

泥更值得拥有ꎬ 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ꎬ 善于

在幽微处发现美善、 在阴影中看取光明ꎬ 不做

徘徊边缘的观望者、 讥谗社会的抱怨者、 无病

呻吟的悲观者ꎬ 不能沉溺于鲁迅所批评的 “不
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ꎬ 而且就看这小悲

欢为全世界”ꎮ 要用有筋骨、 有道德、 有温度

的作品ꎬ 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 在困难

面前不低头ꎬ 用理性之光、 正义之光、 善良之

光照亮生活ꎮ 对人民深恶痛绝的消极腐败现象

和丑恶现象ꎬ 应该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 用真

善美战胜假恶丑ꎬ 让人们看到美好、 看到希

望、 看到梦想就在前方ꎮ
第三ꎬ 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造ꎬ 用精湛的

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ꎮ 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

国家、 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水平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

心环节ꎬ 不断推进文艺创新、 提高文艺创作质

量ꎬ 努力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 为人类贡献不

朽作品ꎮ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变革ꎬ 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

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ꎮ 这种伟大实践必将

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ꎮ 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

国、 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

品ꎮ 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

式、 发展道路ꎬ 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

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ꎮ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

脉ꎬ 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ꎬ 也需要与时

俱进、 推陈出新ꎮ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挖掘和阐发ꎬ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 同现代社会相协调ꎬ
把跨越时空、 超越国界、 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

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ꎬ 激活其内在的

强大生命力ꎬ 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

彩文化一道ꎬ 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ꎮ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ꎮ 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

艺创作全过程ꎬ 大胆探索ꎬ 锐意进取ꎬ 在提高

原创力上下功夫ꎬ 在拓展题材、 内容、 形式、
手法上下功夫ꎬ 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 内容

和形式相融合、 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

映ꎬ 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 引人入胜ꎮ 要把提

高作品的精神高度、 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作为

追求ꎬ 让目光再广大一些、 再深远一些ꎬ 向着

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ꎬ 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

最深处探寻ꎬ 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

实ꎬ 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 中国形象、
中国旋律ꎬ 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展

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ꎮ
与时俱进、 自强不息ꎬ 是中华民族的鲜明

禀赋ꎬ 也是我国文艺不断繁荣发展的强大动

力ꎮ 我国文艺不仅要有体量的增长ꎬ 更要创造

质量的标杆ꎮ 创新贵在独辟蹊径、 不拘一格ꎬ
但一味标新立异、 追求怪诞ꎬ 不可能成为上

品ꎬ 而很可能流于下品ꎮ 要克服浮躁这个顽

疾ꎬ 抵制急功近利、 粗制滥造ꎬ 用专注的态

度、 敬业的精神、 踏实的努力创作出更多高质

量、 高品位的作品ꎮ
第四ꎬ 希望大家坚守艺术理想ꎬ 用高尚的

文艺引领社会风尚ꎮ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ꎬ
承担着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职责ꎬ 应该用独

到的思想启迪、 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的

心灵ꎬ 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ꎮ 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ꎬ 把崇高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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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ꎬ 引导人们向

高尚的道德聚拢ꎬ 不让廉价的笑声、 无底线的

娱乐、 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ꎮ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ꎬ 伟大的文艺

来自伟大的灵魂ꎮ 歌德说过: “如果想写出雄

伟的风格ꎬ 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ꎮ” 一

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

动ꎬ 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 提炼

生活蕴含的真善美ꎬ 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
思想的启迪、 心灵的震撼ꎮ 只有用博大的胸怀

去拥抱时代、 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 真诚的

感情去体验生活、 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

美ꎬ 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ꎮ 虽然创作不能

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ꎬ 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

是创作者的态度ꎮ 具体来说ꎬ 就是创作者以什

么样的态度去把握创作对象、 提炼创作主题ꎬ
同时又以什么样的态度把作品展现给社会、 呈

现给人民ꎮ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ꎬ 其中必然含有

隽永的美、 永恒的情、 浩荡的气ꎮ 经典通过主

题内蕴、 人物塑造、 情感建构、 意境营造、 语

言修辞等ꎬ 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

丰满的本真生命ꎬ 包含了历史、 文化、 人性的

内涵ꎬ 具有思想的穿透力、 审美的洞察力、 形

式的创造力ꎬ 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ꎮ
文艺要塑造人心ꎬ 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

己ꎮ 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ꎮ 德不优者不能怀

远ꎬ 才不大者不能博见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

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ꎬ 把为人、 做事、 从

艺统一起来ꎬ 加强思想积累、 知识储备、 艺术

训练ꎬ 提高学养、 涵养、 修养ꎬ 努力追求真才

学、 好德行、 高品位ꎬ 做到德艺双馨ꎮ 要自觉

抵制不分是非、 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ꎬ 自觉摒

弃低俗、 庸俗、 媚俗的低级趣味ꎬ 自觉反对拜

金主义、 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

思想ꎮ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ꎬ 来不得半

点虚假ꎮ 那些叫得响、 传得开、 留得住的文艺

精品ꎬ 都是远离浮躁、 不求功利得来的ꎬ 都是

呕心沥血铸就的ꎮ 我国古人说: “吟安一个字ꎬ
捻断数茎须ꎮ” “两句三年得ꎬ 一吟双泪流ꎮ”
路遥的墓碑上刻着: “像牛一样劳动ꎬ 像土地

一样奉献ꎮ” 托尔斯泰也说过: “如果有人告诉

我ꎬ 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ꎬ 用它来毫无问题

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

看法ꎬ 那么ꎬ 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

的劳动ꎮ 但如果告诉我ꎬ 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

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ꎬ 他们还要为它哭ꎬ 为

它笑ꎬ 而且热爱生活ꎬ 那么ꎬ 我就要为这样的

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ꎮ” 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有 “板凳坐得十年冷” 的艺术定力ꎬ
有 “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执着追求ꎬ 才能拿出

扛鼎之作、 传世之作、 不朽之作ꎮ 要遵循言为

士则、 行为世范ꎬ 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ꎬ
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ꎬ 始终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

效果ꎮ 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ꎬ 在市场经济大

潮面前耐得住寂寞、 稳得住心神ꎬ 不为一时之

利而动摇、 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ꎬ 不当市场的

奴隶ꎬ 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 “不”ꎬ 向低

俗媚俗的炒作说 “不”ꎬ 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

“不”ꎮ 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 高尚的人格魅

力、 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ꎬ 成为先进文化

的践行者、 社会风尚的引领者ꎬ 在为祖国、 为

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 实现价值ꎮ
各位代表! 同志们、 朋友们!
“盖有非常之功ꎬ 必待非常之人ꎮ” 人是事

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ꎮ 文艺界是思想活跃的地

方ꎬ 也是创造力充沛的地方ꎬ 济济多士ꎬ 英才

辈出ꎮ 我国文艺事业要实现繁荣发展ꎬ 就必须

培养人才、 发现人才、 珍惜人才、 凝聚人才ꎮ
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

工作者的桥梁纽带ꎬ 在团结文艺工作者方面负

有重要职责ꎮ 多年来ꎬ 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开

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ꎮ 哪里有文艺工作

者ꎬ 文联、 作协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ꎬ 发挥好

文艺界人民团体作用ꎮ
新形势下ꎬ 文联、 作协要深化改革ꎬ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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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基层倾斜ꎬ 服务向最广大文艺工作者拓展ꎬ
改变机关化、 行政化倾向ꎬ 不断增强组织活

力ꎮ 要加强引领ꎬ 突出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

性ꎬ 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不断增强组织向心力ꎮ 要加强联

络ꎬ 延伸工作手臂ꎬ 加强对新文艺组织、 新文

艺群体的团结引导ꎬ 把千千万万文艺从业者、
爱好者凝聚起来ꎬ 不断增强组织吸引力ꎮ 要增

强本领ꎬ 加强能力建设ꎬ 强化行业服务、 行业

管理、 行业自律ꎬ 发挥在行业建设中的主导作

用ꎬ 不断增强行业影响力ꎮ 要加强沟通ꎬ 待人

以亲、 助人以诚ꎬ 多做得人心、 暖人心的事ꎬ
成为文艺工作者事业上的好伙伴、 生活中的真

朋友ꎬ 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温馨之家ꎬ 把文艺战

线的力量发动起来ꎬ 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创作

能量激发出来ꎬ 推动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的

繁荣景象ꎮ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ꎬ 是文艺

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ꎮ 各级党委要高度重

视文艺工作ꎬ 充分认识文联、 作协的重要作

用ꎬ 指导推动文联、 作协深化改革、 发展事

业ꎬ 加大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ꎮ 要用符合文艺

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事业ꎬ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和艺术民主ꎬ 保护好文艺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

性ꎮ 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ꎬ 加强文联、
作协党的建设ꎬ 加强文艺单位党的建设ꎬ 选好

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ꎬ 把讲政治、 懂业务、
能干事、 愿服务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

上来ꎮ 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ꎬ 褒

优贬劣ꎬ 激浊扬清ꎬ 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 推

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ꎮ 要做到政治上

充分信任、 思想上主动引导、 工作上创造条

件、 生活上关心照顾ꎬ 多为文艺工作者办实

事、 做好事、 解难事ꎬ 营造有利于出人才、 出

精品的良好环境ꎮ 要重视和加强艺术教育ꎬ 提

高人民群众艺术素养ꎮ
各位代表! 同志们、 朋友们!
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ꎬ 它的艺

术性、 思想性、 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
艺术家对历史、 时代、 社会、 生活、 人物等

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ꎮ 面对生活之树ꎬ 我

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ꎬ
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ꎮ 中国不乏

生动的故事ꎬ 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ꎻ 中

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ꎬ 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

雄心ꎮ 我相信ꎬ 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家、
艺术家不仅有这样的雄心ꎬ 而且有这样的能

力ꎬ 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 无愧于我们这个

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ꎮ
“江山留胜迹ꎬ 我辈复登临ꎮ” 伟大的时代

呼唤伟大的文学家、 艺术家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牢记使命、 牢记职责ꎬ 不忘初心、 继续前

进ꎬ 同党和人民一道ꎬ 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最后ꎬ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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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８ 日)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８
日在北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ꎮ 他强调ꎬ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

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ꎮ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ꎬ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ꎬ 实现全

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ꎬ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ꎬ 教育强则国家强ꎮ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

潜力的重要标志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教

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ꎮ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

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ꎬ 对科学知识

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

烈ꎮ 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的战略决策ꎬ 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水平ꎬ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ꎮ
习近平强调ꎬ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 独特的

文化、 独特的国情ꎬ 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

高等教育发展道路ꎬ 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高校ꎮ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

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ꎬ 为人

民服务ꎬ 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ꎬ 为巩固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ꎬ 为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ꎮ
习近平指出ꎬ 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大任务ꎬ 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ꎮ 高校

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ꎮ 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

的高校ꎬ 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ꎮ 办好我国

高校ꎬ 办出世界一流大学ꎬ 必须牢牢抓住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ꎬ 并以此来带动

高校其他工作ꎮ
习近平强调ꎬ 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

校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ꎮ 办好我们的高

校ꎬ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ꎮ 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

学理论ꎬ 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ꎬ 为学生一

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ꎮ 要坚持不懈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引导广大师生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 积极传播

者、 模范践行者ꎮ 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

定ꎬ 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ꎬ 加强人文关怀

和心理疏导ꎬ 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

之地ꎮ 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ꎬ 使高

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 管理到位、 风清气正ꎮ
习近平指出ꎬ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

做人的工作ꎬ 必须围绕学生、 关照学生、 服务

学生ꎬ 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 政治觉悟、 道

德品质、 文化素养ꎬ 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 全

面发展的人才ꎮ
习近平强调ꎬ 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

界和中国发展大势ꎬ 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ꎬ 认识和把握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ꎬ 认识和把握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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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ꎬ 不断树立为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

斗的信念和信心ꎻ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

较ꎬ 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 看待外部世界ꎻ
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ꎬ 用中国梦激扬

青春梦ꎬ 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 照亮前行的

路ꎬ 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

和民族的事业中ꎬ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 开拓者ꎻ 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ꎬ
珍惜韶华、 脚踏实地ꎬ 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

行动中ꎬ 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ꎬ 让

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ꎮ
习近平指出ꎬ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ꎬ 要

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ꎮ 要遵循思想

政治工作规律ꎬ 遵循教书育人规律ꎬ 遵循学生

成长规律ꎬ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ꎮ 要用好

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ꎬ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

在改进中加强ꎬ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

对性ꎬ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ꎬ 其他各

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ꎬ 使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ꎬ 形成协同效

应ꎮ 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和教材体系ꎬ 推出更多高水平教材ꎬ 创新学

术话语体系ꎬ 建立科学权威、 公开透明的哲学

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ꎬ 努力构建全方位、 全

领域、 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ꎮ 要更加注

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ꎬ 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

建ꎬ 开展形式多样、 健康向上、 格调高雅的校

园文化活动ꎬ 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ꎮ 要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ꎬ 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ꎬ 增强时代感

和吸引力ꎮ
习近平强调ꎬ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ꎬ

承担着神圣使命ꎮ 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 信

道ꎮ 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ꎬ 努力成

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党执政的坚定支持

者ꎬ 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

责任ꎮ 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ꎬ 坚持教书和育人

相统一ꎬ 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ꎬ 坚持潜心问

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ꎬ 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

范相统一ꎬ 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 以德立

学、 以德施教ꎮ
习近平指出ꎬ 办好我国高等教育ꎬ 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ꎬ 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ꎬ
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ꎮ 党委要

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ꎬ 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主导权ꎬ 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ꎮ 各级党委要把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ꎬ 加强领导和

指导ꎬ 形成党委统一领导、 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

管的工作格局ꎮ 各地党委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

书记要多到高校走走ꎬ 多同师生接触ꎬ 多次去高

校作报告ꎬ 回答师生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ꎮ 要

加强同高校知识分子的联系ꎬ 多关心、 多交流、
多鼓励ꎬ 善交朋友、 广交朋友、 深交朋友ꎬ 多听

他们的意见ꎬ 真听他们的意见ꎮ
习近平强调ꎬ 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

面领导ꎬ 承担管党治党、 办学治校主体责任ꎬ
把方向、 管大局、 作决策、 保落实ꎮ 要加强高

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ꎬ 创新体制机制ꎬ 改进工

作方式ꎬ 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能

力ꎮ 要做好在高校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工

作ꎬ 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ꎬ 使每个师生党员

都做到在党爱党、 在党言党、 在党为党ꎮ
习近平指出ꎬ 长期以来ꎬ 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队伍兢兢业业、 甘于奉献、 奋发有为ꎬ 为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要拓展选拔

视野ꎬ 抓好教育培训ꎬ 强化实践锻炼ꎬ 健全激

励机制ꎬ 整体推进高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

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

师、 辅导员班主任和心理咨询教师等队伍建

设ꎬ 保证这支队伍后继有人、 源源不断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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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就我国历史

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ꎮ 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ꎬ 法律

是准绳ꎬ 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ꎻ 道德是基石ꎬ
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ꎬ 我

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依法执政基本方式

落实好ꎬ 把法治中国建设好ꎬ 必须坚持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ꎬ 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

理中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ꎬ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习近平指出ꎬ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ꎬ 道德是

内心的法律ꎮ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

为、 调节社会关系、 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ꎬ 在

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ꎮ 法安天下ꎬ 德

润人心ꎮ 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ꎬ 道德

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ꎮ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

离、 不可偏废ꎬ 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

发力ꎮ
习近平强调ꎬ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们深刻总

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

训ꎬ 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基本方略ꎬ 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式ꎬ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ꎮ 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ꎬ 就是坚持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ꎬ 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

抓、 两手都要硬ꎮ 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ꎬ 也

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ꎮ
习近平指出ꎬ 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

用ꎮ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ꎬ 就要重

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ꎬ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ꎬ 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ꎮ 要在

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ꎬ 发挥道德对法治的

滋养作用ꎬ 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

范相衔接、 相协调、 相促进ꎮ 要在道德教育中

突出法治内涵ꎬ 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 法

治观念、 规则意识ꎬ 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

务、 社会责任、 家庭责任ꎬ 营造全社会都讲法

治、 守法治的文化环境ꎮ
习近平强调ꎬ 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

设中ꎮ 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ꎬ 道德才有可靠制

度支撑ꎮ 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ꎬ 弘扬

美德义行ꎬ 立法、 执法、 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

义道德要求ꎬ 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

其中ꎬ 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ꎮ 要把实

践中广泛认同、 较为成熟、 操作性强的道德要

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ꎬ 引导全社会崇德向

善ꎮ 要坚持严格执法ꎬ 弘扬真善美、 打击假恶

丑ꎮ 要坚持公正司法ꎬ 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

功能ꎮ
习近平指出ꎬ 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

域突出问题ꎮ 法律是底线的道德ꎬ 也是道德的

保障ꎮ 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ꎬ 明确对失德行为

的惩戒措施ꎮ 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

德行为的整治ꎮ 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ꎬ 既要

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ꎬ 又要完善守

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ꎬ 使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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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失信、 不能失信ꎮ 对见利忘义、 制假售假的

违法行为ꎬ 要加大执法力度ꎬ 让败德违法者受

到惩治、 付出代价ꎮ
习近平强调ꎬ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

自觉ꎮ 法律要发挥作用ꎬ 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

律ꎻ 道德要得到遵守ꎬ 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

素质ꎮ 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ꎬ 引导全社会树立

法治意识ꎬ 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

律ꎻ 同时要加强道德建设ꎬ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ꎬ 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ꎮ 要坚持把全

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

作ꎬ 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

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ꎮ 要深入实施公

民道德建设工程ꎬ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 树立良好道德风尚ꎬ 争做社会主义道

德的示范者、 良好风尚的维护者ꎮ
习近平指出ꎬ 要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ꎮ 领导干部既应该做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 推动者ꎬ 也应该

做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 示范者ꎮ 要坚持把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 模范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

国的关键ꎬ 推动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 制度

化ꎮ 以德修身、 以德立威、 以德服众ꎬ 是干部

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ꎮ 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

社会的道德楷模ꎬ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讲党性、 重品行、 作表率ꎬ 带头注重家

庭、 家教、 家风ꎬ 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

廉洁操守ꎬ 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
尊法守法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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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习近平

同志们:
大家好! 很高兴同大家在这里见面ꎮ 你们

当中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 全

国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ꎬ 很多是来自城乡基层

的普通家庭代表ꎮ 你们以自己的模范行为ꎬ 同

家庭成员一起ꎬ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温暖了人心ꎬ 诠释了文明ꎬ 传播了正能

量ꎬ 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ꎬ 都是好样的!
在这里ꎬ 我代表党中央ꎬ 向受到表彰的第

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ꎬ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工作

在精神文明建设一线的同志们ꎬ 致以诚挚的

问候!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ꎮ 正所谓 “天下之

本在家”ꎮ 尊老爱幼、 妻贤夫安ꎬ 母慈子孝、
兄友弟恭ꎬ 耕读传家、 勤俭持家ꎬ 知书达礼、
遵纪守法ꎬ 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

德ꎬ 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ꎬ 融入中国人的血

脉中ꎬ 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的

重要精神力量ꎬ 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

财富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ꎬ 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ꎬ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ꎬ 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

新变化ꎮ 但是ꎬ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ꎬ 无论经济

社会如何发展ꎬ 对一个社会来说ꎬ 家庭的生活

依托都不可替代ꎬ 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

代ꎬ 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ꎮ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ꎬ 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

中ꎮ 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ꎬ 努力使千千万

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

的重要基点ꎬ 成为人们梦想起航的地方ꎮ 这

里ꎬ 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ꎮ
第一ꎬ 希望大家注重家庭ꎮ 家庭是社会的

细胞ꎮ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ꎬ 家庭幸福则社会

祥和ꎬ 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ꎮ 历史和现实告诉

我们ꎬ 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ꎮ 我们要认识到ꎬ 千家万户都好ꎬ
国家才能好ꎬ 民族才能好ꎮ 国家富强ꎬ 民族复

兴ꎬ 人民幸福ꎬ 不是抽象的ꎬ 最终要体现在千

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ꎬ 体现在亿万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上ꎮ 同时ꎬ 我们还要认识到ꎬ 国

家好ꎬ 民族好ꎬ 家庭才能好ꎮ 当前ꎬ 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正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砥

砺前行ꎮ 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ꎬ 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ꎮ 中国人历来讲求精

忠报国ꎬ 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 妻子

送郎上战场ꎬ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

家、 为大家舍小家ꎬ 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

求ꎬ 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ꎮ
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ꎬ 把

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ꎬ 心往一处想ꎬ 劲

往一处使ꎬ 用我们 ４ 亿多家庭、 １３ 亿多人民的

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

力量ꎮ
第二ꎬ 希望大家注重家教ꎮ 家庭是人生的

第一个课堂ꎬ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ꎮ 孩子

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ꎬ 有什么样的

家教ꎬ 就有什么样的人ꎮ 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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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 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ꎬ 是如何做人的教

育ꎮ 也就是古人说的 “爱子ꎬ 教之以义方”ꎬ
“爱之不以道ꎬ 适所以害之也”ꎮ 青少年是家庭

的未来和希望ꎬ 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ꎮ 古人

都知道ꎬ 养不教ꎬ 父之过ꎮ 家长应该担负起教

育后代的责任ꎮ 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

很大ꎬ 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ꎮ 中国古代

流传下来的孟母三迁、 岳母刺字、 画荻教子讲

的就是这样的故事ꎮ 我从小就看我妈妈给我买

的小人书 «岳飞传»ꎬ 有十几本ꎬ 其中一本就

是讲 “岳母刺字”ꎬ 精忠报国在我脑海中留下

的印象很深ꎮ 作为父母和家长ꎬ 应该把美好的

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ꎬ 引导他们有做人

的气节和骨气ꎬ 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ꎬ 促使

他们健康成长ꎬ 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

的人ꎮ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 重身教ꎬ 教知识、

育品德ꎬ 身体力行、 耳濡目染ꎬ 帮助孩子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ꎬ 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ꎮ
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 热爱祖

国、 热爱人民、 热爱中华民族ꎮ 要积极传播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ꎬ 传递尊老爱幼、 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 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的观念ꎬ 倡导

忠诚、 责任、 亲情、 学习、 公益的理念ꎬ 推动

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 为他人送温暖、 为社会

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 培育文明

风尚ꎮ
第三ꎬ 希望大家注重家风ꎮ 家风是社会风

气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

处ꎬ 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ꎮ 家风好ꎬ 就能家道

兴盛、 和顺美满ꎻ 家风差ꎬ 难免殃及子孙、 贻

害社会ꎬ 正所谓 “积善之家ꎬ 必有余庆ꎻ 积不

善之家ꎬ 必有余殃”ꎮ 诸葛亮诫子格言、 颜氏

家训、 朱子家训等ꎬ 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ꎮ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

高度重视家风ꎮ 我看了很多革命烈士留给子女

的遗言ꎬ 谆谆嘱托ꎬ 殷殷希望ꎬ 十分感人ꎮ
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ꎬ 以千千万万

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ꎮ 特别是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ꎮ «礼记大学»
中说: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ꎬ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ꎬ 无之ꎮ” 领导干部的家风ꎬ 不仅

关系自己的家庭ꎬ 而且关系党风政风ꎮ 各级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ꎬ 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ꎬ
向焦裕禄、 谷文昌、 杨善洲等同志学习ꎬ 做家

风建设的表率ꎬ 把修身、 齐家落到实处ꎮ 各级

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

趣ꎬ 严格要求亲属子女ꎬ 过好亲情关ꎬ 教育他

们树立遵纪守法、 艰苦朴素、 自食其力的良好

观念ꎬ 明白见利忘义、 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

事情ꎬ 要为全社会做表率ꎮ
今天受到表彰的家庭ꎬ 要珍惜荣誉、 再接

再厉ꎬ 带动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行动起来ꎬ 共

同为促进家庭和睦、 亲人相爱、 下一代健康成

长、 老年人老有所养而努力ꎬ 共同为提高全社

会文明程度而努力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家庭文明建设

的重要性ꎬ 负起领导责任ꎬ 切实把家庭文明建

设摆上议事日程ꎮ 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群众

团体要结合自身特点ꎬ 积极组织开展家庭文明

建设活动ꎮ 各方面要满腔热情关心和帮助生活

困难的家庭ꎬ 帮助他们排忧解难ꎮ 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部门要发挥统筹、 协调、 指导、 督促作

用ꎬ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ꎬ 推动形成爱国爱

家、 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的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ꎮ
最后ꎬ 祝愿大家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阖

家幸福!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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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李克强

同志们:
今天ꎬ 我们隆重召开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

工作会议ꎬ 回顾总结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取得的

成绩和经验ꎬ 表彰全国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

先进集体和个人ꎬ 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妇女

儿童工作ꎮ 在此ꎬ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ꎬ 对

本次会议的召开、 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ꎬ 向在座的同志们并通过你们向

广大妇女儿童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ꎬ 向全国妇

女儿童致以诚挚问候! 下面ꎬ 我讲几点意见ꎮ
一、 充分肯定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取得

的显著成绩
妇女作为 “半边天”ꎬ 对人类社会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ꎮ 儿童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和希望ꎮ 尊重妇女、 关爱

儿童ꎬ 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ꎬ 也是中

华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党

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ꎮ 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ꎬ 党和政府坚持把

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作为重要奋斗目标ꎬ 将

男女平等确定为基本国策ꎬ 大力倡导和践行儿

童优先原则ꎬ 先后制定实施了三轮中国妇女儿

童发展纲要ꎬ 有力推动了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ꎬ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工作

创新ꎬ 开创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新局面ꎮ 党

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ꎬ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ꎬ 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 “十三五” 规划纲要专列章节对 “促进

妇女全面发展”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作

出部署ꎬ 国家相继出台了 «反家庭暴力法» 和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等法律

法规和政策文件ꎬ 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ꎬ 包

括对妇女 “两癌” 检查、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

善、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等一大批项目ꎮ 妇

女儿童的健康状况显著改善ꎬ 目前女性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 ７９ ４ 岁ꎬ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２０ １ / １０ 万ꎬ 婴儿死亡率和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分别下降到 ８ １‰和 １０ ７‰ꎬ 这些指标总体

上处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ꎮ 妇女儿童受教育权

利得到较好保障ꎬ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９３％ꎬ 普通高校本专科和研究生中女生比例分

别达到 ５２ ４％和 ４９ ７％ꎮ 妇女在国家政治、 经

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权利得到有效实

现ꎬ 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受教育、 受保护的权利

得到有效保障ꎮ 经过多年努力ꎬ 我们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妇女儿童发展道路ꎬ 妇女儿童事业

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ꎬ 赢得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赞誉ꎮ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下ꎬ 我国亿万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ꎬ
展现了 “半边天” 的别样风采ꎬ 创造了 “巾帼

不让须眉” 的光辉业绩ꎬ 在科技、 航天、 航

空、 体育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卓越女

性ꎮ 比如ꎬ 在科技领域ꎬ 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ꎬ 成为在中国本土进行

科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人ꎮ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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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 我们加强国际妇女儿童交流合作ꎬ 为促进

世界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ꎬ 我们也要清醒地

看到ꎬ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因

素影响ꎬ 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

挑战ꎮ 一些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依

然存在ꎬ 城乡、 区域间妇女儿童发展仍不平

衡ꎬ 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妇女儿童保护和服务

资源相对匮乏ꎬ 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现象时

有发生ꎮ 这些情况表明ꎬ 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全

面发展任重道远ꎬ 必须持续不懈努力ꎮ 妇女儿

童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放松ꎬ 更不能削弱ꎮ
二、 在更高水平上促进妇女儿童事业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阶段ꎮ 加强妇女儿童工作ꎬ 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ꎮ 我们要牢固树立新的发展理念ꎬ 继续

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ꎬ 以更

有力举措推动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存在的不平

衡等问题ꎬ 在更高水平上促进妇女儿童事业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ꎬ 确保完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

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ꎮ
第一ꎬ 着力促进妇女在共建共享中实现全

面发展ꎮ 妇女的全面发展ꎬ 既是实现社会公平

正义的应有之义ꎬ 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

力ꎮ 当前ꎬ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ꎬ 正处于

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ꎮ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ꎬ 离不开广大妇女聪

明才智的充分发挥ꎮ 在蓬勃兴起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中ꎬ 广大妇女成为有生力量ꎮ 很多地

方的妇女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开展 “双创”ꎬ 不

仅使家庭致富ꎬ 而且为当地经济发展增添了活

力ꎮ 通过就业创业ꎬ 广大妇女不仅为社会创造

了财富ꎬ 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创造出精彩

的人生ꎮ 我们要进一步为妇女广泛参与 “双

创” 搭建平台ꎬ 加大技能培训、 税费减免、 贷

款贴息等支持ꎬ 提供政策咨询、 信息交流、 法

律援助等服务ꎬ 帮助妇女就业创业ꎬ 促进女大

学生充分就业ꎬ 帮助困难妇女就业ꎮ 要坚决消

除就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ꎬ 促进妇女公平就

业ꎬ 实行同工同酬ꎬ 加强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

保护ꎮ 农村妇女占农业劳动力 ７０％左右ꎬ 要鼓

励和支持她们在推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中担当重任ꎮ 就业是民生之本ꎮ 我们

要创造有利、 平等的就业条件ꎬ 为妇女自强自

立奠定基础ꎮ 政治地位和民主参与是妇女全面

发展的重要标志ꎮ 要加大培养妇女人才、 选拔

女干部的力度ꎬ 加强教育培训ꎬ 提高妇女参与

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机会和能力ꎮ 健康是妇女

全面发展的基础ꎮ 要实施好落实好妇幼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ꎬ 提升妇幼保健服务能力ꎬ 提高妇

女的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ꎮ 要更加关爱贫困妇

女、 病残妇女、 单亲母亲、 老年妇女等特殊困

难群体ꎬ 让她们更多地享有发展的获得感、 生

活的幸福感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ꎬ 是社会和谐

稳定的基础ꎮ 要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

作用ꎬ 创建文明家庭ꎬ 倡导科学家教ꎬ 弘扬良

好家风ꎬ 让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代代相传ꎮ
第二ꎬ 始终把儿童发展放在优先位置ꎮ 我

国有 ２ ８ 亿儿童ꎮ 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ꎬ 是

每个家庭最大的愿望和期盼ꎬ 也是国家走向繁

荣富强的基础和支撑ꎮ 全社会都要树立一切为

了儿童的理念和道德ꎮ 各级政府在公共政策制

定实施过程中ꎬ 要优先考虑儿童利益和需求ꎬ
做到 “三个优先”: 一是坚持儿童教育的优先

发展ꎮ 投资孩子就是投资未来ꎮ 日子再紧也不

能紧教育、 苦孩子ꎮ 近几年ꎬ 虽然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 财政增收困难ꎬ 但我们稳定增加教育

投入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ꎮ 要发展普惠性学

前教育ꎮ 围绕促进教育公平、 提升教育质量两

大重点ꎬ 着力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改革ꎬ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ꎮ 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ꎬ 特别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ꎬ 着力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ꎮ
二是推进儿童健康服务的优先供给ꎮ 近年来ꎬ
伴随着医改的逐步深化ꎬ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有了长足进步ꎬ 但儿童健康服务供给仍然不

足ꎮ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ꎬ 这方面的矛盾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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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ꎬ 必须尽快解决ꎮ 要完善儿童医疗卫生服

务网络ꎬ 深入实施健康儿童计划ꎬ 增加儿科医

务人员ꎬ 提高整体素质ꎬ 增强儿科岗位的吸引

力ꎬ 逐步解决儿科资源短缺问题ꎮ 要把预防为

主、 关口前移的思路体现在儿童卫生工作中ꎬ
把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ꎬ 围绕威胁儿童

健康的出生缺陷、 营养性疾病、 危急重症、 儿

童用药短缺等突出公共卫生问题ꎬ 拿出更有针

对性的解决办法ꎬ 多措并举预防和控制儿童伤

害ꎬ 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打牢坚实的基础ꎮ 三

是努力实现儿童福利的优先保障ꎮ 困境儿童是

最脆弱的群体ꎮ 近年来ꎬ 见诸媒体的留守儿童

非正常死亡、 病残儿童遭弃等极端事件虽属个

别现象ꎬ 但社会影响极大ꎬ 令人痛心疾首ꎮ 各

级政府要履职尽责ꎬ 扩大儿童福利覆盖面ꎬ 增

加项目ꎬ 提高标准ꎬ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服务ꎬ
加大社会救助ꎬ 推动儿童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

普惠型转变ꎮ 要特别关爱和帮助孤儿、 病残儿

童、 流浪儿童、 留守儿童等困难儿童群体ꎬ 努

力使所有儿童都能享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ꎬ 都能拥有美好灿烂的明天ꎮ
第三ꎬ 依法保障妇女儿童权益ꎮ 妇女儿童

权益是基本人权ꎬ 也容易受到侵犯ꎮ 保障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ꎬ 是社会道德和文明的体现ꎬ 是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ꎬ 是国家法治水平的体

现ꎮ 要将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工作贯穿于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的

全过程ꎬ 加强部门联动ꎬ 促进政府、 社会和家

庭协调配合ꎮ 要深入贯彻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

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反家庭暴力法» 等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ꎬ 建立健全法规

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ꎬ 不断完善法规政策体

系ꎮ 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督和政策执行力度ꎬ
严厉打击暴力、 虐待、 性侵、 拐卖、 校园欺凌

等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ꎬ 建立运

行监测预防、 强制报告、 应急处置、 评估帮

扶、 监护干预 “五位一体” 的儿童保护机制ꎬ
依法保障妇女儿童获得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ꎮ
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ꎬ 提高妇女儿童运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的能力ꎬ 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ꎮ
妇女儿童权益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ꎬ

当前要重点解决好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ꎮ 比如ꎬ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既是关系到农村

妇女生存的民生问题ꎬ 也是关系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的政治问题ꎮ 要落实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的相关政策ꎬ 纠正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村规

民约ꎬ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中真正做到符合条件的妇女 “证上有名ꎬ 名

下有权”ꎬ 确保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ꎮ
这既是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ꎬ 也是解

放、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ꎬ 不能含

糊ꎮ 又如ꎬ “舌尖上的安全” 一直广受关注ꎬ
近年来兴起的针对婴幼儿用品的 “海淘” “代
购” 等ꎬ 表明有的群众对食品安全状况仍然抱

有疑虑ꎮ 各有关方面一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ꎬ
完善婴幼儿生活用品、 食品、 玩具的国家标

准、 监测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ꎬ 严厉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ꎬ 让每个孩子的

衣食住行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ꎮ
第四ꎬ 补齐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发展的民生

短板ꎮ 贫困地区的妇女儿童往往是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ꎮ 据了解ꎬ 贫困地区 ５ 岁以下儿童低

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约为城市地区的 ６—８ 倍ꎮ
要打赢脱贫攻坚战ꎬ 就必须解决好贫困地区妇

女儿童的民生问题ꎬ 兜住底线ꎬ 多做雪中送炭

的事ꎬ 确保他们基本的生活、 教育、 医疗等方

面需求ꎮ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ꎮ 公

共教育投入要加大向中西部和边疆、 民族、 贫

困地区的倾斜力度ꎬ 改善农村薄弱学校和寄宿

制学校办学条件ꎬ 尽最大努力为孩子们创造公

平的受教育条件ꎮ 要强化软件建设ꎬ 推进城乡

教师交流ꎬ 落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政策ꎬ 让乡

村教师 “下得去、 留得住、 教得好、 有发展”ꎮ
继续扩大重点大学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规

模ꎬ 让更多贫困家庭孩子有平等机会接受更高

质量的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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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目前ꎬ 我国贫困人口中有 ４０％以上是因病

致贫返贫ꎬ 一些地方甚至超过 ５０％ꎬ 其中相当

数量的是妇女儿童ꎮ 要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

程ꎬ 精准到户、 到人、 到病ꎬ 加强贫困地区妇

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ꎬ 扩大妇女 “两癌” 检查

项目覆盖范围ꎬ 扩大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

目覆盖范围ꎮ 要完善大病保险制度ꎬ 对贫困人

口实行倾斜性支付政策ꎬ 加大医疗救助力度ꎬ
加强各项医疗保障制度衔接ꎬ 织密织牢贫困人

口看病就医的基本保障网ꎮ
三、 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妇女儿童

工作
妇女儿童事业是一项涉及多部门、 各层

面、 宽领域的系统工程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

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意

义ꎬ 切实加强对妇女儿童工作的领导ꎮ 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

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强

化责任担当ꎬ 以更加务实高效的举措推进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ꎮ
一要进一步夯实政府主体责任ꎮ 各级政

府在出台行政法规、 制定政策措施、 编制发

展规划、 安排财政预算时ꎬ 要切实落实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ꎬ 通过有力的

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ꎬ 使妇女儿童发展与经

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 同步实施、 同步落

实ꎮ 要把各地各部门落实妇女儿童发展纲

要、 促进妇女儿童发展的情况纳入国务院督

察的重点内容ꎬ 强化跟踪问责ꎮ 各级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要加强组织协调ꎬ 健全工作机

制ꎬ 创新工作方式ꎬ 强化部门联动ꎮ 要在解

决妇女儿童发展重点难点问题上谋突破ꎬ 在

为妇女儿童解难事办实事上下功夫ꎬ 在促进

妇女儿童发展上见成效ꎮ
二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社会力量作用ꎮ

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儿童的桥梁纽

带ꎮ 工会、 共青团和妇联等群团组织要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ꎬ 把工作重心放到基层ꎬ 帮助妇

女儿童排忧解难ꎬ 协助党和政府多做稳人心、
暖人心、 得人心、 聚人心的工作ꎮ 要强化统筹

协调ꎬ 促进群团组织整合资源、 协同发力ꎮ 社

会力量在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

补充作用ꎮ 要注重聚合社会力量的人才优势、
技术优势、 资源优势ꎬ 加强对公益慈善类等社

会组织的培育、 扶持和管理ꎬ 引导市场更好地

配合政府增加服务供给ꎬ 形成共同促进妇女儿

童事业发展的工作格局ꎮ
三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要推动全社会

进一步形成尊重妇女、 保护儿童的良好氛围ꎮ
加强对文化市场、 传媒和网络的监管ꎬ 坚决制

止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和贬损女性形象的不良

信息传播ꎮ 加强舆论引导ꎬ 大力宣传妇女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ꎬ 生动展现在党和政

府关怀下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风貌ꎬ 让尊重和

关爱妇女儿童成为国家意志、 公民素养和社会

风尚ꎮ
同志们ꎬ 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责任重

大ꎬ 使命光荣ꎮ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齐心协力ꎬ
奋发进取ꎬ 努力开创妇女儿童工作新局面ꎬ 为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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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并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１ 月 ５ 日在京召开ꎬ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

席并讲话ꎬ 强调要充分认识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宣传

思想工作的新要求ꎬ 牢牢把握 “两个巩固” 的

根本任务ꎬ 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做好工作ꎬ 为

“十三五” 时期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思想舆

论支持ꎮ
刘云山指出ꎬ 按照党中央部署推进宣传思

想工作ꎬ 重要的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ꎬ 把握工

作规律ꎬ 弘扬改革创新精神ꎮ 要高举党的旗

帜ꎬ 强化看齐意识ꎬ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ꎬ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 紧紧围绕

大局开展工作ꎮ 要统筹建设和管理ꎬ 统筹理论

和舆论ꎬ 统筹内宣和外宣ꎬ 统筹网上和网下ꎬ
统筹时、 度、 效ꎬ 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ꎮ 要坚

持创新为要ꎬ 大力推进宣传思想工作理念创

新、 内容创 新、 手 段 创 新ꎬ 更 好 以 创 新 增

活力ꎮ
刘云山指出ꎬ 做好今年宣传思想工作ꎬ 要

着重抓好牵引性强的重大任务ꎬ 在重点突破中

实现整体推进ꎮ 要继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教育ꎬ 精心组织好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大主题宣传ꎬ
把党和国家发展新的实践成果展示好ꎬ 把党的

理论创新成果阐释好ꎻ 着力营造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良好氛围ꎬ 深入宣传五大发展理

念ꎬ 宣传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实践要

求ꎬ 加强热点难点问题舆论引导ꎬ 提振精气

神、 凝聚正能量ꎻ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ꎬ 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ꎬ 注重以文化

人ꎬ 坚持立破并举ꎬ 做到持续用力、 久久为

功ꎻ 加快文化改革发展ꎬ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ꎬ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ꎬ 提高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发展质量ꎻ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ꎬ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ꎬ 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ꎮ
刘云山强调ꎬ 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宣传、

党管媒体ꎬ 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党的建设、 领导

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ꎻ 认真落实党委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ꎬ 严肃追责问责ꎬ 推动宣传思

想工作强起来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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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主持召开中央文明委第四次
全体会议并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１ 月 ２７ 日召

开第四次全体会议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

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刘云山主持会

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新任务对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新要求ꎬ 高扬理想信念旗

帜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强化共同价值追求ꎬ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思

想保证、 精神力量、 道德滋养和文化条件ꎮ
刘云山指出ꎬ 做好新一年的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ꎬ 要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根本性任

务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开展好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重大主题宣传ꎬ 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要聚力 “十三五” 奋斗

目标ꎬ 推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ꎬ 积

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落实好党中央关于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部署ꎮ 要持续用力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在引领、 融

入、 涵养上下功夫ꎬ 学习先进典型ꎬ 培育良好

家风ꎬ 注重以文化人ꎬ 强化政策支撑ꎬ 推动核

心价值观落地生根ꎮ
刘云山指出ꎬ 爱国主义教育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永恒主题ꎬ 要宣传阐释好爱国主义的时代

内涵和本质要求ꎬ 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梦是

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生动的实践ꎬ 培养升华爱

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ꎬ 自觉维护

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ꎬ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ꎮ 要拓展资源平台ꎬ 创新方法载

体ꎬ 发挥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ꎬ 充分利用

重大纪念活动和重要传统节庆开展主题教育ꎬ
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效果ꎮ

刘云山强调ꎬ 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为了人民群众ꎬ 要坚持创建为民ꎬ 把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同落实各类民生项目结合起

来ꎬ 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起来ꎬ 注重做好困

难群体帮扶工作ꎬ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ꎮ
要坚持分类指导ꎬ 深化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创建ꎬ 丰富思

想内涵ꎬ 体现人文关怀ꎬ 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ꎮ 要坚持重在建设、 立破并举ꎬ 继续

开展对环境脏乱差、 行风不正、 诚信缺失、 网

上有害信息等的专项治理ꎬ 推动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 “两
手抓、 两手都要硬”ꎬ 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改进创新ꎬ 拓宽领域、
补齐短板、 提升水平ꎬ 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

明协调发展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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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领导干部专题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中央宣传文化单位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专题会议 ２ 月 ２１ 日在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

讲话ꎬ 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ꎬ 坚持党性原则ꎬ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认真履行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ꎬ 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舆论支撑ꎮ
刘云山指出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ꎬ 要联系实际抓好落实ꎮ 各级宣传部

门和新闻单位要抓紧制定落实的具体方案ꎮ 要

组织好讲话精神的学习研讨和集中培训ꎬ 深入

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ꎬ 深化 “走转改”
活动ꎻ 要带着问题学习贯彻ꎬ 弄清差距在哪

里ꎬ 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ꎮ 各级党委要加强

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ꎬ 推动讲话精神落实

落地ꎮ

刘云山强调ꎬ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和宣传思

想工作ꎬ 关键是强化宣传文化单位领导班子思

想政治建设ꎬ 做到讲政治、 强党性、 敢担当、
勇创新、 严律己ꎮ 要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

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ꎬ 主动自觉地向党中央看齐ꎬ 维护党中

央权威ꎮ 要认真践行党管宣传、 党管意识形

态、 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ꎬ 把正确导向要求体

现在工作各个方面ꎮ 要切实担负起巩固壮大主

流思想舆论的责任ꎬ 落实好抓党建、 带队伍的

责任ꎮ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破解难题ꎬ 把握宣传

思想工作规律ꎬ 贯彻好时度效的要求ꎬ 提高工

作科学化水平ꎮ 要按照 “三严三实” 改进作

风ꎬ 有针对性地排查廉政风险点ꎬ 树立宣传文

化单位良好形象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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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出席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
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并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中共中央党校 ５ 月 １６ 日举行 ２０１６ 年春季

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ꎮ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 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ꎬ 强

调领导干部要按照党中央关于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部署ꎬ 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ꎬ 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ꎬ 发挥好

领学促学作用ꎬ 更好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

头脑、 指导实践ꎮ
刘云山说ꎬ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集

中反映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新

要求ꎬ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ꎬ 具

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和方

法论意义ꎮ 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深化对系列

重要讲话的学习ꎬ 才能更好提升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 增强党性修养ꎬ 才能牢牢把握正确前

进方向、 履行好肩负的职责使命ꎮ
刘云山说ꎬ 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

理政ꎬ 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 发展好、 治理

好ꎬ 把最广大人民利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

好ꎮ 领导干部作为党执政的骨干力量ꎬ 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就要在掌

握好基本精神的基础上ꎬ 着重领会好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ꎮ 要围绕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ꎬ 围绕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目标ꎬ 围绕协调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ꎬ 围绕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深入领会关

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ꎬ 深入领会关于改革

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的新

举措新要求ꎬ 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坚定政治品

格、 强烈历史担当、 鲜明人民立场、 科学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ꎮ
刘云山强调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ꎬ 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ꎬ
坚持学用结合、 知行统一ꎮ 领导干部要学在

前、 走在前ꎬ 发扬深钻细研的精神ꎬ 学得更多

更深一些、 要求更严更高一些ꎮ 要坚持读原

著、 学原文、 悟原理ꎬ 全面准确地把握系列重

要讲话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精神ꎬ 防止简单化、
片面化ꎮ 要把自己摆进去ꎬ 带着信念、 使命和

问题来学ꎬ 使学习过程成为坚定信仰信念、 增

进群众感情、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ꎮ 要学而

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ꎬ 自觉用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开阔视野、 打开思路、 提高自己ꎬ 在推动改

革发展稳定上取得新成绩ꎬ 在锻造忠诚干净担

当品格上取得新进步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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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宣传文化系统专题会议上强调
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ꎬ

担负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宣传文化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

议 ５ 月 １９ 日在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ꎬ 坚定文化自

信、 强化问题导向、 增强创新意识ꎬ 切实担负

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

使命ꎮ
刘云山指出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ꎬ 重要的是把握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这一战略任务ꎬ 以此为重要聚焦点和

着力点ꎬ 更好带动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工作ꎮ
要牢牢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灵魂ꎬ 深

入学习钻研党的科学理论ꎬ 把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贯穿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ꎬ 切

实解决好真懂真信、 为什么人、 怎么用的问

题ꎬ 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价值取向、 学术导

向ꎮ 要贯彻好继承性民族性、 原创性时代性、
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ꎬ 在增强文化自信、 打造

中国学说、 提升学术品质上下功夫ꎬ 深入研究

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ꎬ

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

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ꎮ 要

强化质量意识、 提升工作水准ꎬ 深入推进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ꎬ 实施哲学社会科

学创新工程ꎬ 加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ꎬ 发挥好

重点工程项目带动作用ꎮ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完善学术评价标

准、 成果评价体系、 推介转化机制ꎬ 不断推出

高质量科研成果ꎮ
刘云山强调ꎬ 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ꎬ 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ꎬ 经常

研究有关问题ꎬ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提供良好条件ꎻ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好一

手抓繁荣发展、 一手抓引导管理的责任ꎮ 各级

宣传文化部门和社科研究单位要强化责任担

当ꎬ 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

习培训ꎬ 抓紧制定贯彻落实方案ꎮ 要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ꎬ 大力弘扬优良学风ꎬ 营造良好学术

生态ꎬ 充分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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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出席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
开学典礼并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

中共中央党校 ９ 月 １ 日举行 ２０１６ 年秋季学

期开学典礼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党校

校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ꎬ 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

定文化自信、 强化文化担当ꎬ 推动中华文化繁

荣兴盛ꎬ 汇聚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ꎮ

刘云山说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文化自

信ꎬ 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ꎬ 彰显了我

们党鲜明的文化立场ꎬ 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ꎬ 把我

们党对文化作用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一

个新的境界ꎮ 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ꎬ 深刻认识

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ꎬ 高举我们的文化旗

帜、 坚守我们的文化理想ꎬ 以文化自信支撑道

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刘云山指出ꎬ 我们坚定文化自信ꎬ 是有充

分理由的ꎬ 关键是要看到我们深厚的文化根脉

和独特的文化优势ꎮ 中华文化优势ꎬ 在于有生

生不息、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有党

领导人民创造的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

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ꎻ 根本的还在于有贯穿

其中的科学理论指导、 坚定理想信念、 正确价

值追求ꎬ 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ꎮ 这些宝贵文化资

源ꎬ 铸就了中华民族持久而强大的凝聚力向心

力ꎬ 滋养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ꎬ 是应当很好

坚守的精神高地ꎬ 是我们保持文化自信的坚强

基石ꎮ
刘云山强调ꎬ 坚定文化自信ꎬ 是为了实现

文化自强ꎬ 也就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ꎬ 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ꎮ 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ꎬ 把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

向未来” 作为重要方针落实到文化建设各个方

面ꎮ 要礼敬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大力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巩固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ꎮ 要以博采众长的心态参与文明

交流互鉴ꎬ 辩证取舍、 择善而从ꎬ 吸收借鉴人

类一切文明有益成果ꎮ 要深入推进文化理念、
内容形式、 手段载体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ꎬ 推

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ꎮ 要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关系ꎬ 以更多精品力作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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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党委中心组学习经验交流座谈会上强调
充分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示范带动作用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党委中心组学习经验交流座谈会 ９ 月 １０ 日

至 １１ 日在长春召开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

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并讲话ꎬ 强调要按照

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的要求ꎬ 充分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示范带

动作用ꎬ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引向深入ꎮ
刘云山指出ꎬ 我们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ꎬ

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ꎮ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

务ꎬ 我们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重要的是抓

好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ꎬ 加强和改进党

委中心组学习ꎬ 推动全党全社会大兴学习之

风ꎮ 要适应事业发展的新要求ꎬ 把握好学习的

主题和重点ꎬ 强化学习责任ꎬ 注重学习质量ꎬ
以学习提升思想作风、 能力素养和工作本领ꎮ

刘云山指出ꎬ 加强党委中心组学习ꎬ 首要

的是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抓紧抓好ꎮ 要深刻把握讲话的时代背景和重

大意义ꎬ 把握讲话的鲜明主题和思想体系ꎬ 把

握贯穿其中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把握讲话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ꎮ 要

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深刻领会系列重要讲

话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新创见和对各领域工

作的新要求ꎬ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ꎬ 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

齐意识ꎬ 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ꎮ
刘云山强调ꎬ 党委中心组学习具有很强的

示范性ꎬ 应当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ꎮ 要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学风ꎬ 在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

理上作示范ꎬ 在真信、 真用、 真行上作示范ꎮ
要强化问题导向ꎬ 同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

突出问题、 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结合起

来ꎬ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动实践ꎬ 转化为从

严管党治党、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际成效ꎮ
各级党委要加强组织领导ꎬ 结合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创新学习方式、 完善学习制度、 健

全考核评价机制ꎬ 不断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的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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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 ２０１６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强调
坚持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同步推进ꎬ

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６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 ９ 月 １９
日上午在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ꎮ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在开幕式上发表

讲话ꎬ 并参观网络安全博览会ꎬ 强调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

全观ꎬ 坚持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同步推进ꎬ 让

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ꎮ
刘云山说ꎬ 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相辅相

成ꎬ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ꎬ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ꎮ
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互联网建设各方面ꎬ 加

快信息化服务普及ꎬ 让人民群众共享互联网发

展成果ꎮ 要坚持以发展促安全ꎬ 扎实做好补短

板的工作ꎬ 通过提高建设和发展水平ꎬ 更好维

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和发展利益ꎬ 维护人民群

众网络信息合法权益ꎮ
刘云山强调ꎬ 要把增强全民网络安全意识

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ꎬ 大力普及网络安全

知识ꎬ 加强网络安全教育ꎬ 推动形成全社会重

视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ꎮ 要着力培育积极健康

的网络文化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推动

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数字化网络化传播ꎬ 唱响主

旋律、 集聚正能量ꎮ 要加强网络伦理、 网络文

明建设ꎬ 强化对未成年人上网保护ꎬ 不断提高

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ꎮ 要坚持技术引领、 创新

驱动ꎬ 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

系ꎬ 提升网络安全技术保障能力ꎮ 要坚持依法

治网、 依法办网、 依法上网ꎬ 深化网络空间治

理ꎬ 严厉打击网络诈骗、 网络窃密等违法犯罪

活动ꎬ 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ꎮ
刘云山强调ꎬ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网络安

全工作摆上重要位置ꎬ 切实履行领导责任ꎬ 严

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ꎮ 各有关方面要各负其

责ꎬ 协同推进网络安全工作ꎮ 互联网企业要坚

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ꎬ 不断强化社会

责任和道德责任ꎮ 要加强互联网对外交流合

作ꎬ 推动建立多边、 民主、 透明的全球互联网

治理体系ꎬ 共同构建和平、 安全、 开放、 合作

的网络空间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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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委会上强调
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导文艺工作ꎬ
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国委员

会、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

１２ 月 ３ 日在北京举行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定文化自信、 牢记职责使

命、 多出优秀作品ꎬ 推动文艺事业实现更大

发展ꎮ
刘云山说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讲话ꎬ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时代

发展对文艺工作的新要求ꎬ 深刻回答了事关我

国文艺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ꎬ 深刻揭示了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ꎬ 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ꎮ 要

自觉用讲话精神指导文艺工作ꎬ 深入领会讲话

的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ꎬ 切实把讲

话精神落实到思想认识的提高上ꎬ 落实到社会

责任感的增强上ꎬ 落实到文艺创作水平的提升

上ꎬ 落实到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上ꎮ
刘云山指出ꎬ 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铸魂、

为人民立传是文艺工作的神圣职责ꎮ 要树立高

度的文化自信ꎬ 高扬我们的文化旗帜ꎬ 坚守我

们的文化立场ꎬ 彰显我们的文化优势ꎬ 以文化

的自信建设自信的文化ꎬ 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力量ꎮ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文艺创作生产ꎬ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

观、 国家观、 文化观ꎬ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引导全社

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ꎮ 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ꎬ 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主体ꎬ 健全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长效机制ꎬ 为人民提供

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ꎮ 要聚力文化精品创作生

产ꎬ 提升文艺创新创造能力ꎬ 推动实现从 “高
原” 到 “高峰” 的突破ꎬ 努力写出中华民族新

史诗ꎮ
刘云山指出ꎬ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

师ꎬ 以文化人、 责任为大ꎮ 要带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坚守社会责任、 注重人格修

为、 追求德艺双馨ꎮ 要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社会

效果ꎬ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讲品位、 讲

格调、 讲操守ꎬ 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

“不”ꎬ 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 “不”ꎬ 向见利忘

义的陋行说 “不”ꎬ 努力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

引领者ꎮ
刘云山强调ꎬ 文联、 作协要加强对文艺工

作者的思想政治引领ꎬ 提高联系服务文艺工作

者的能力水平ꎬ 扎实推进自身改革ꎬ 抓好自身

党的建设ꎮ 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要加强对文

联、 作协工作的领导和指导ꎬ 选优配强领导班

子ꎬ 关心干部成长ꎬ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ꎬ 为文

联、 作协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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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刘云山

今天ꎬ 中央文明委召开会议隆重表彰第一

届全国文明家庭ꎬ 这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具有

开创性意义的一件事情ꎮ 刚才ꎬ 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充分肯定家庭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ꎬ 深刻阐述

了家庭在促进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

中的重要作用ꎬ 对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提出明确

要求ꎬ 对受表彰的文明家庭寄予殷切期望ꎮ 这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精

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对全国亿万家庭的亲

切关怀ꎮ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很好贯彻

落实ꎮ
近年来ꎬ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部

署ꎬ 扎实推进家庭文明建设ꎬ 各项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ꎮ 这次受到表彰的 ３００ 户全国文明家庭ꎬ
代表性强、 公信度高ꎬ 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家

庭的整体风貌ꎬ 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ꎮ 可以说ꎬ 这次评选表

彰是对家庭文明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ꎬ 是

对良好社会风尚的有力弘扬ꎮ
这里ꎬ 我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做好家庭文明建设工作ꎬ 讲几点

意见ꎮ
一、 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导家

庭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

战略高度ꎬ 就家庭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ꎮ 强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ꎬ 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ꎬ 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ꎬ 家庭的生活依托

不可替代ꎬ 家庭的社会功能不可替代ꎬ 家庭的

文明作用不可替代ꎮ 强调要注重家庭、 注重家

教、 注重家风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亲人相亲

相爱ꎬ 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ꎬ 促进老年人老有

所养ꎬ 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

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ꎮ 强调以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ꎬ 广泛深入开展家

庭文明建设活动ꎬ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

美德ꎬ 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ꎮ 强调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ꎬ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ꎬ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ꎬ 是如

何做人的教育ꎬ 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

样ꎬ 用正确行动、 正确思想、 正确方法教育引

导孩子ꎬ 善于从点滴小事中教会孩子欣赏真善

美、 远离假丑恶ꎮ 强调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

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ꎬ 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家庭美德、 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ꎬ 自

觉肩负起尊老爱幼、 教育子女的责任ꎮ 强调领

导干部要做家风建设的表率ꎬ 廉洁修身、 廉洁

齐家ꎬ 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 子女

和身边工作人员ꎬ 对家里事情多操心多留神ꎬ
不要护犊子ꎮ 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把家

庭文明建设摆上议事日程ꎬ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部门要发挥统筹、 协调、 指导、 督促作用ꎬ 动

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ꎬ 推动形成

爱国爱家、 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的

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

些重要论述ꎬ 深刻阐明了家庭文明建设的地

位、 作用、 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ꎬ 深入回答了

新形势下家庭文明建设抓什么、 怎么抓ꎬ 丰富

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ꎬ 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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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明建设和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ꎮ
做好新形势下家庭文明建设工作ꎬ 首要的

是学习好、 领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ꎬ 不断深化理解、 提高认识ꎬ 增强贯彻落实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ꎮ 要深刻把握家庭文明

建设对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作用ꎬ 认识到家庭

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ꎬ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ꎬ
搞好家庭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ꎬ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ꎬ 需要把 ４ 亿多家庭的力量都凝

聚起来ꎬ 把 １３ 亿多人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ꎮ
可以说ꎬ 抓家庭文明建设实际上也是抓国家建

设ꎬ 要深刻把握家庭文明建设对提升社会文明

程度的重要作用ꎬ 认识到每个家庭的文明程度

提高了ꎬ 每个家庭的家风都好起来ꎬ 就能促进

社会文明风尚的养成ꎬ 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美

好ꎮ 要深刻把握家庭文明建设对增进人民福祉

的重要作用ꎬ 认识到家庭幸福和睦、 亲人相亲

相爱ꎬ 是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的真诚追求ꎬ
抓家庭文明建设ꎬ 是顺民意、 得民心之举ꎬ 关

系亿万家庭的切身利益ꎮ 总之ꎬ 我们要自觉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导家庭文明建

设ꎬ 从立根本、 谋未来的高度来推进家庭文明

建设ꎬ 把这项基础性工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ꎮ
二、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

文明建设

家庭文明建设ꎬ 首先是价值观建设ꎬ 有什

么样的价值追求ꎬ 就有什么样的家风家德ꎮ 要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家庭文明建设的引

领作用ꎬ 做好贯穿结合融入的工作ꎮ
人生如屋ꎬ 信念是柱ꎮ 推进家庭文明建

设ꎬ 必须重视理想信念教育ꎮ 每个人、 每个家

庭都有自己的理想、 梦想ꎬ 而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ꎬ 是全社会的 “最大公约数”ꎬ 应当

成为每个家庭共同的理想追求ꎮ 要深入开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深入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传教育ꎬ 深

入开展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宣

传教育ꎬ 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要紧密联系国家发展的

辉煌成就ꎬ 联系决胜全面小康的生动实践ꎬ 讲

清楚个人理想、 家庭幸福同国家命运、 民族前

途的内在联系ꎬ 讲好恢弘大气的国家故事、 感

人肺腑的社会故事、 励志进取的家庭故事ꎬ 引

导人们齐心协力画好 “同心圆”ꎮ 要广泛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ꎬ 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活动、 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民族传统节庆、 国家公祭仪式

等ꎬ 引导人们把爱家与爱国统一起来ꎬ 升华家

国情怀、 激发报国志向ꎬ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热爱中华民族ꎮ

推进家庭文明建设ꎬ 还要注重以文化人ꎮ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ꎬ 蕴藏着丰厚的家教

资源ꎬ孟母三迁、 岳母刺字、 画荻教子等故事

千古流传ꎬ 精忠报国、 孝老爱亲、 耕读传家、
礼让睦邻等观念深入人心ꎬ 要大力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ꎬ 深入阐发蕴含其中的德行光

辉、 仁爱因素和伦理价值ꎬ 并结合新的时代条

件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使中华优秀 “家
文化” 发扬光大ꎮ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是滋养家庭文明建设的

宝贵财富ꎬ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老一辈革

命家的红色家风教育了一代代中国人ꎬ 吉鸿

昌、 左权、 赵一曼等抗战英烈的家书家信至今

读来感人至深ꎬ 焦裕禄、 谷文昌、 杨善洲等先

锋模范的质朴家风备受世人称颂ꎮ 在家庭文明

建设中ꎬ 要很好汲取革命文化蕴含的精神养

分ꎬ 发挥良好家风对人们的激励、 教育和熏陶

作用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走进每个家庭、 走

进人们心灵ꎬ 关键是要落细落小落实ꎬ 从小事

着眼、 从细微处入手ꎬ 让人们亲身体验感悟、
积极付诸行动ꎮ 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ꎬ 把我

们倡导的价值理念同人们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

结合起来ꎬ 善于运用生活化的场景、 日常化的

活动、 具象化的载体ꎬ 推动核心价值观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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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根ꎬ 成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ꎮ 要鼓励

引导广大家庭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ꎬ
参加扶贫济困、 慈善捐助、 义务劳动、 社区服

务等爱心公益活动ꎬ 在为家庭谋幸福、 为他人

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中ꎬ 提升精神境界、 培

育文明风尚ꎮ
三、 突出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的重点和着

力点

家庭文明建设涵盖面广ꎬ 也是常做常新的

工作ꎮ 要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ꎬ 突出工作的重

点和着力点ꎬ 扭住那些带动性强的基础工作ꎬ
在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ꎮ

第一ꎬ 建设和弘扬新时代家风文化ꎮ 家风

是家庭文明的标志ꎬ 是社会风气的缩影ꎮ 建设

新时代家风文化ꎬ 要坚持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

接、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ꎬ 传承家和万事兴、 百

善孝为先、 积善有余庆、 忠厚传家久等观念ꎬ
倡导忠诚、 责任、 亲情、 学习、 公益的理念ꎬ
引导广大家庭以德治家、 以学兴家、 文明立

家、 忠厚传家ꎬ 以家庭的 “小气候” 温润社会

的 “大气候”ꎮ 要广泛开展 “传家训、 立家规、
扬家风” 活动ꎬ 对好家训、 好家规要深入挖掘

整理、 做好宣传普及ꎬ 组织最美家庭谈治家理

念、 谈兴家经验ꎬ 弘扬正确的家庭伦理和家庭

美德ꎮ 要运用节日节庆涵育家风文化ꎬ 深化拓

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突出价值引领ꎬ
推动移风易俗ꎮ 要加强道德评议工作ꎬ 运用社

区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等开展家风评议活动ꎬ
形成有利于家风建设的社会舆论ꎮ

第二ꎬ 重视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ꎮ 家

庭教育影响人的一生ꎬ 要牢牢把握品格塑造、
人格养成这一根本ꎬ 注重培养孩子的道德情

操、 健康人格和良好行为习惯ꎬ 帮助孩子从小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ꎬ “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ꎮ 家长是家庭教育的主导

者ꎬ 要树立科学的育人观、 成才观ꎬ 重言传、
重身教ꎬ 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

的ꎬ 为孩子当好榜样、 做好示范ꎮ 要抓住家

庭、 学校、 社会 “三结合” 的教育网络ꎬ 办好

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ꎬ 传播家庭教育

科学知识ꎬ 拓展家庭教育空间ꎬ 引导家长主动

走进学校、 融入社区ꎬ 形成携手育人、 共同树

人的合力ꎬ 对那些困难家庭、 留守家庭、 单亲

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教育ꎬ 要给予更多关心关

爱ꎬ 及时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ꎬ 让他们能够健

康成长ꎮ
第三ꎬ 深化和拓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ꎮ 创

建文明家庭ꎬ 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拓

展和创新ꎬ 要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ꎬ 做

好文明家庭创建的整体设计ꎬ 与文明城市、 文

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文明校园创建协同推进ꎮ
要继续在城乡基层深入开展星级文明户、 五好

家庭、 最美家庭评选等活动ꎬ 充分发挥这些品

牌的影响力ꎮ 要顺应城乡家庭的新变化ꎬ 搭建

便于参与、 乐于参与的平台ꎬ 运用喜闻乐见的

方式ꎬ 引导更多家庭参与进来ꎮ 要区分层次和

对象ꎬ 加强分类指导ꎬ 推动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从城乡社区向学校、 机关、 企事业单位、 部队

延伸ꎬ 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延伸ꎮ
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待ꎬ 聚焦人们

普遍关注的子女教育、 居家养老、 恋爱婚姻、
家庭关系等ꎬ 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

问题ꎬ 使创建活动接地气、 贴民心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家庭文明建设有其自身特

点和规律ꎬ 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ꎬ 急功近

利、 急于求成不行ꎮ 一定要重实际、 求实效ꎬ
保持常抓的韧劲、 抓长的耐心ꎬ 以锲而不舍、
久久为功的精神ꎬ 把家庭文明建设引向深入ꎮ

四、 充分发挥重点人群的示范带动作用

家庭文明建设面向每个家庭ꎬ 既要广泛覆

盖ꎬ 又要突出重点人群ꎬ 发挥好他们的示范带

动效应ꎮ
领导干部是优良党风的引领者ꎬ 也是良好

家风的示范者ꎮ 我们有 ８８００ 多万党员、 ４００ 多

万科级以上干部ꎬ 如果每个党员、 每名干部都

能管好自己的家庭、 带动身边的家庭ꎬ 那就是

强大的正能量ꎮ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ꎬ 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讲修养、 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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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讲诚信、 讲廉耻ꎬ 注重家庭、 家教、 家

风ꎬ 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ꎮ 从近年

来查处的一些案件看ꎬ 出问题的干部普遍家风

不正、 家教不严ꎮ 所以ꎬ 领导干部的家教家风

决非小事ꎬ 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家庭观、 亲情

观ꎬ 追求健康的家庭生活ꎬ 在管好自己的同

时ꎬ 教育管理好子女、 亲属ꎬ 引导他们走正

道、 守规矩ꎬ 以醇正的家风涵养清朗的党风政

风社风ꎮ 要增强自律意识、 标杆意识、 表率意

识ꎬ 自觉对照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廉洁

自律准则ꎬ 正确处理公与私、 小家与大家的关

系ꎬ 坚持廉洁修身、 廉洁齐家ꎬ 带头做家庭美

德和家庭文明的践行者ꎮ
公众人物身处聚光灯下、 具有名人效应ꎬ

其家庭状况也往往为社会所关注ꎮ 所以ꎬ 作为

名人名家、 明星名流ꎬ 越是受到社会关注ꎬ 越

要自尊自律自爱ꎬ 不仅自己要在修身修为上当

好楷模ꎬ 而且要带头遵守公序良俗ꎬ 履行家庭

责任ꎬ 在家庭文明建设上当好示范ꎮ 要继续发

挥行业协会和群团组织的教育、 自律、 引导作

用ꎬ 发挥好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ꎬ 引导公

众人物注重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

个人品德ꎬ 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ꎮ
先进典型是鲜活的价值观ꎮ 这些年ꎬ 涌现

出一大批时代楷模和先进模范ꎬ 他们虽然身份

岗位、 成长经历、 具体事迹各有不同ꎬ 但背后

大都有着一个共同点ꎬ 就是家庭温馨、 家人和

睦ꎮ 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ꎬ 激励人

们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ꎮ 近年来推出的最美家

庭、 五好家庭ꎬ 特别是这次评选表彰的全国文

明家庭ꎬ 都是家庭文明的模范ꎬ 是可亲可信可

学的身边榜样ꎬ 希望大家珍惜荣誉、 担起责

任ꎬ 现身说法、 具体示范ꎬ 引领广大家庭跟着

学、 照着做ꎬ 形成同心共建文明家庭的正向

效应ꎮ
五、 努力营造家庭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

环境

人是环境的产物ꎬ 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人ꎮ 推进家庭文明建设ꎬ 既靠思想教育ꎬ 也需

要良好环境的塑造ꎬ 尤其要发挥好政策法规、
宣传舆论和文化产品的引导作用ꎮ

这些年ꎬ 国家修订和出台了一些促进家庭

建设的法律法规ꎬ 像新修订的 «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 让 “常回家看看” 正式入法ꎬ 制定 «反
家庭暴力法» 有效防范家庭恶性案件ꎬ 这些都

体现了人文关怀ꎬ 有助于促进家庭和睦、 社会

和谐ꎮ 要把弘扬家庭美德的要求体现到各项政

策中ꎬ 体现到各类制度法规中ꎬ 体现到乡规民

约、 市民公约等行为准则中ꎬ 让有利于家庭文

明的行为受到鼓励和褒奖ꎬ 让悖离家庭文明的

行为受到约束和惩戒ꎮ
舆论倡导什么、 反对什么ꎬ 对家庭产生着

重要影响ꎮ 新闻媒体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和价值取向ꎬ 把家庭文明建设纳入日常宣传报

道的重要内容ꎬ 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环

境ꎮ 要充分运用新闻报道、 言论评论、 互动访

谈等形式ꎬ 发挥微博、 微信、 微视频、 移动客

户端等新媒体优势ꎬ 扩大家庭文明建设的社会

影响ꎮ 要以这次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家庭为契

机ꎬ 深入宣传文明家庭的先进事迹ꎬ 充分展示

家庭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ꎬ 引导人们学习文明

家庭、 争创文明家庭ꎮ
精神文化产品成风化人ꎬ 在引导家庭文明

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ꎮ 要鼓励创作有益于提

升家庭文明的文艺作品ꎬ 抓好家庭题材作品的

规划和生产ꎬ 推出更多有筋骨、 有道德、 有温

度的优秀作品ꎬ 用精彩的故事、 丰满的人物、
鲜活的语言ꎬ 表现家庭亲情、 传递人间大爱ꎮ
要运用文学、 影视剧、 戏曲、 音乐等形式ꎬ 运

用网络文艺等新业态新样式ꎬ 生动活泼地弘扬

家庭美德、 家庭文明ꎮ 要发挥好公益广告的作

用ꎬ 制作一批以家庭家教家风为主题的公益广

告ꎬ 加大刊播力度ꎬ 引领社会风尚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 “两手抓、 两

手都要硬” 的方针ꎬ 把家庭文明建设摆上重要

位置ꎬ 加强工作指导、 政策支持ꎬ 切实负起应

尽责任ꎮ 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文明委统

筹协调、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社会各界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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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体制机制ꎬ 统筹用好各方面资源和力量ꎬ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ꎮ 各级文明办要履行

好联络、 协调、 督促和服务的工作职能ꎬ 加大

工作推进力度ꎬ 确保家庭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ꎮ 文明委各成员单位要发挥自身优势、

履行职责要求ꎬ 把家庭文明建设同业务工作、
行业管理、 社会治理结合起来ꎬ 不断提升工作

效果ꎮ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８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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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教育系统座谈会上强调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ꎬ

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教育系统 ５ 月 ２５ 日在京召开座谈会ꎬ 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积极完

善学科体系、 教材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和人才培养体系ꎬ 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水准和影响力ꎬ 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接班人提供

支撑ꎮ
刘延东指出ꎬ 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的一支主力军和重要阵地ꎬ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ꎬ 把握核心要义ꎬ
切实增强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ꎮ

刘延东强调ꎬ 要高举旗帜、 引领方向ꎬ 坚

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的指导地位ꎮ 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

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ꎬ 加强教材建设ꎬ 构筑

学生、 学术、 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ꎮ 要深

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ꎬ 发挥高校人才、 智力和

学科优势ꎬ 提升学术原创能力ꎬ 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ꎬ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ꎮ 要以人为

本ꎬ 从人抓起ꎬ 积极实施人才工程ꎬ 构建种类

齐全、 梯队衔接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

系ꎮ 要加强组织领导、 做好统筹规划、 营造良

好学术生态ꎬ 形成统筹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新格局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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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视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时强调
一切为了孩子ꎬ 勇攀艺术高峰ꎬ

构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的精神家园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主任刘延东来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ꎬ 向全国

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ꎬ 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致

以崇高敬意ꎬ 并祝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立 ６０
周年ꎬ 勉励大家勇担重任、 多出精品ꎬ 为少年

儿童成长成才作出新贡献ꎮ
刘延东观看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题展

览ꎬ 听取了情况汇报ꎬ 与方掬芬、 连德枝、 覃

琨、 王铁成等老中青艺术家代表进行亲切交

流ꎮ 她指出ꎬ ６０ 年来ꎬ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坚持

“二为” 方向和 “双百” 方针ꎬ 坚定 “一切为

了孩子” 的信念ꎬ 创作了一系列优秀儿童剧ꎬ
涌现出大批德艺双馨的儿童剧艺术家ꎬ 在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少年儿童健康快乐

成长、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刘延东强调ꎬ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ꎮ 广

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创作更多艺术

精湛、 制作精良、 少年儿童喜爱的精品力作ꎬ
面向学校开展艺术普及ꎬ 促进孩子们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ꎬ 发挥老一辈艺术家传帮带作用ꎬ 培

养更多优秀人才ꎬ 使儿童文艺事业青蓝相继、
后继有人ꎮ 她希望各部门、 各有关方面重视培

育未来的工作ꎬ 关心爱护少年儿童ꎬ 团结带领

亿万少年儿童为实现中国梦而接力奋斗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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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强调　 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ꎬ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实现新跨越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 ６ 月 ２２ 日下午出席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时强调ꎬ 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ꎬ 扎实推进实施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ꎬ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大

支撑ꎮ
刘延东指出ꎬ “十二五” 以来ꎬ 我国公民

科学素质快速提高ꎬ 科普基础条件明显改善ꎬ
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ꎬ 科普事业发展成绩显

著ꎮ 她强调ꎬ “十三五” 时期是实施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收官阶段ꎬ 要聚焦青少

年、 新型职业农民、 城镇劳动者、 领导干部和

公务员队伍等重点人群ꎬ 瞄准社区、 农村特别

是边远贫困地区等关键环节ꎬ 补齐短板、 精准

发力ꎬ 分类实施科普活动ꎬ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

实现新跨越ꎮ 要进一步健全科普共建机制ꎬ 创

新科普理念ꎬ 完善科普设施ꎬ 创作科普作品ꎬ
弘扬创新文化ꎬ 落实好政策激励措施ꎬ 动员鼓

励科研人员等全社会力量参与科普活动ꎮ 刘延

东要求ꎬ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ꎬ 切实增强责任感、 使

命感ꎬ 把科普工作由 “软任务” 变成 “硬措

施”ꎬ 共同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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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颁奖大会上强调　 放飞梦想、 锐意创新ꎬ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注入新鲜活力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１１２ 周年之际ꎬ 第

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在讲话中强调ꎬ 要贯彻落实全国科技

创新大会精神ꎬ 为青少年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

境ꎬ 支持鼓励他们树立远大志向ꎬ 放飞科学梦

想ꎬ 投身创新实践ꎬ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实

现 “两个一百年” 目标作出积极贡献ꎮ
刘延东指出ꎬ 我国正处于迈向世界科技强

国的伟大历史征程ꎬ 青少年作为科技创新的有

生力量ꎬ 既面临广阔前景ꎬ 更肩负光荣使命ꎮ

她勉励广大青少年抓住机遇ꎬ 珍惜时光ꎬ 保持

广泛浓厚的探索兴趣ꎬ 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

神ꎬ 厚植创新创造的知识基础ꎬ 磨练坚韧不拔

的意志品质ꎬ 从生活中寻找灵感ꎬ 在实践中增

长才干ꎬ 通过科技创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ꎬ 创

造精彩人生ꎮ 刘延东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青

少年科技创新事业ꎬ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ꎬ 提升

科技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开放水平ꎬ 营造良好

创新文化氛围ꎬ 为青少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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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全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推进会上强调　 切实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ꎬ

开创教师队伍建设新局面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７ 日)

在第 ３２ 个教师节来临前夕ꎬ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京出席全国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推进会ꎬ 表彰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和从教 ３０ 年的乡村教师ꎬ 部署教师队伍

建设工作ꎮ
刘延东指出ꎬ 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

源ꎮ 全国 １５００ 多万名专任教师ꎬ 支撑起了 ２ ６
亿名在校学生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ꎮ
特别是 ３００ 多万名乡村教师坚守在偏远、 艰苦

乡村ꎬ 默默耕耘、 无私奉献ꎬ 为农村学生成长

成才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刘延东强调ꎬ 乡村教育质量是国家教育整

体水平的重要标志ꎬ 对于培育合格人才、 推进

教育扶贫、 促进社会公平、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要落实地方政府责任ꎬ

加大投入ꎬ 加强督导ꎬ 推动党中央、 国务院确

定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落地见效ꎮ 要建立省级

统筹乡村教师补充机制ꎬ 扩大实施特岗教师计

划ꎬ 加大培养培训力度ꎬ 推进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ꎬ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ꎬ 稳定队伍ꎬ 吸引优秀

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ꎮ
刘延东要求ꎬ 各级党委、 政府要把教师队

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ꎬ 以 “四有”
好老师为目标ꎬ 加强师德建设ꎬ 提高教学水

平ꎬ 构建高素质教师队伍ꎮ 她希望广大教师爱

岗敬业、 勇于创新、 立德树人ꎬ 为培养社会主

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作贡献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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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刘延东在出席第十一届
中国艺术节开幕式并调研时发表讲话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推进文艺繁荣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

院副总理、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席刘

延东出席艺术节开幕式并与文艺工作者座谈ꎬ
在延安调研文化工作、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及教

育卫生等领域改革发展情况ꎮ 她强调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正确文艺方向ꎬ 牢固树立为

民情怀ꎬ 大力推动艺术创新ꎬ 创作更多无愧于

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ꎬ 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ꎮ
刘延东指出ꎬ 在红军长征胜利抵达延安 ８０

周年之际ꎬ 在延安举办我国规格最高、 规模最

大的艺术节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文化部、 陕西省

要精心组织ꎬ 努力办成一届人民满意的艺术

节ꎮ 她强调ꎬ 老区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

献ꎬ 要加大投入ꎬ 精准帮扶ꎬ 让老区人民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ꎮ 刘延东在考察桥儿沟革命旧

址、 延安革命纪念馆、 西北局旧址时强调ꎬ 革

命文物是弘扬革命传统、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

重要载体ꎬ 要统筹考虑革命文物本体保护、 管

理运营、 展示利用、 环境整治等工作ꎬ 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提高展陈水平ꎬ 充分发挥其社会教

育作用ꎮ

刘延东在延安大学调研时强调ꎬ 作为

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 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

大学ꎬ 要发扬光荣革命传统ꎬ 围绕国家和地方

发展战略需求ꎬ 立足红色文化资源ꎬ 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ꎬ 不断提升服务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能

力ꎮ 在考察延安市人民医院时ꎬ 她强调ꎬ 要贯

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ꎬ 统筹推进医疗、
医保、 医药联动改革ꎬ 构建分级诊疗制度ꎬ 深

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ꎬ 建设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ꎬ 多措并举提升医疗服务水平ꎬ 更好保障老

区人民健康ꎮ
刘延东在与艺术家座谈时强调ꎬ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文艺工作ꎬ 不断完善推进文艺

繁荣发展的政策措施ꎬ 为文艺工作者施展才华

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近年来ꎬ 广大文艺工作者深

入生活、 深入群众ꎬ 潜心创作、 精益求精ꎬ 文

艺创作生产日趋活跃ꎬ 文艺气象焕然一新ꎮ 希

望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引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坚守崇高艺术理

想ꎬ 遵循艺术发展规律ꎬ 努力推出更好更多的

优秀作品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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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在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上强调
深化国际合作ꎬ 推进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委会、 国家文物局、 深圳市政府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深圳举办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ꎮ 国家主

席习近平为论坛发来贺信ꎬ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在开幕式上宣读贺信并致辞ꎮ
刘延东指出ꎬ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生

效 ７０ 周年之际举行论坛很有意义ꎮ 习近平主席

的贺信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博物馆事业的高度重

视ꎬ 必将鼓舞推动国际文博领域交流互鉴ꎬ 为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ꎮ
刘延东强调ꎬ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传

承ꎬ 丰富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和精神标识ꎮ 中国把发展博物馆事业作为国家

文化战略ꎬ 优化布局、 完善功能ꎬ 形成了多元

多样的博物馆体系ꎮ 登记注册博物馆是 １９４９ 年

新中国成立时的 ２２３ 倍ꎬ 每年办展 ２ 万余个、
观众 ７ 亿人次ꎮ 博物馆已不仅是收藏、 保护、
研究、 展示文化遗产的机构ꎬ 还成为服务人的

全面发展、 面向未来的文化服务和教育机构ꎬ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刘延东指出ꎬ 建设、 保护和利用好博物馆

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ꎮ 我们应增强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ꎬ 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倡

议ꎬ 深化陈列展览、 文物保护、 人员培训、 科

技成果运用、 打击文物犯罪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ꎬ 让各国丰富馆藏活起来ꎬ 在文明传承和民

众心灵交流中彰显更大价值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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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刘延东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全会上强调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ꎬ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出席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２６ 次

全体会议时强调ꎬ 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认真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ꎬ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坚持正确

方向、 坚持立德树人、 坚持服务大局、 坚持改

革创新ꎬ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ꎬ 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ꎮ
刘延东指出ꎬ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国家发

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ꎮ 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ꎬ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ꎬ 加强改

进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ꎬ 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ꎮ 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ꎬ 以提高

质量为核心ꎬ 深化课程教学改革ꎬ 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ꎬ 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ꎮ 要坚持德育

为先ꎬ 能力为重ꎬ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ꎮ 要加大高校科研支持力度ꎬ 创新组织模

式ꎬ 畅通成果转化渠道ꎬ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ꎮ
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ꎬ 打造高端智库ꎮ 要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ꎬ 提高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ꎬ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ꎮ 要

主动服务外交大局ꎬ 参与人文交流与国际合

作ꎬ 助推国家软实力提升ꎮ 她强调ꎬ 要切实加

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ꎬ 高校领导班子要不断

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ꎬ 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高校政治家、 教育家ꎮ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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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强调　 依法整治各类文化市场ꎬ

切实维护良好文化生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１ 月 １５ 日ꎬ 第二十九次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宣部部长、 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小

组组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中央决策部署ꎬ 以专项行动为抓手ꎬ 以互

联网为主战场ꎬ 依法整治各类文化市场ꎬ 着力

打击网上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ꎬ 进一步规范

新闻出版秩序ꎬ 切实维护良好文化生态ꎮ
刘奇葆强调ꎬ 要锁定目标ꎬ 重拳打击危害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淫秽色情信息ꎬ 坚决整治各

类非法出版活动ꎬ 严厉查办假报刊、 假记者

站、 假记者ꎮ 要抓住要害ꎬ 把住关键环节和重

要时间节点ꎬ 依法加强出版物入境核查核验ꎬ
加强印刷复制、 物流快递渠道检查ꎬ 加强出版

物市场执法监管ꎬ 严防严控非法出版物扩散传

播ꎮ 要坚持打管并举、 标本兼治ꎬ 加强统筹谋

划ꎬ 创新方式方法ꎬ 做到个案打击与整体推动

相结合ꎬ 网上与网下行动相结合ꎬ 查堵与反制

相结合ꎮ 要将 “扫黄打非” 与基层党组织建

设、 精神文明创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ꎬ 推动 “扫
黄打非” 工作向基层延伸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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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刘奇葆在国家图书馆调研时强调
用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４ 月 ８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

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国家图书馆调

研ꎬ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ꎬ 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ꎬ 坚持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用时代精神激活优

秀传统文化生命力ꎬ 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ꎮ
刘奇葆在国家图书馆考察了传统文化典籍

保护和普及工作ꎬ 参观了近年来出版的优秀图

书和出版走出去精品展ꎬ 了解了数字阅读情

况ꎬ 并与专家学者进行深入交流ꎮ
刘奇葆指出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铸就

了历史的辉煌ꎬ 而且在今天依然闪耀思想的光

辉、 充满智慧的力量ꎮ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要注

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ꎬ 取向应该是有利于解决

现实问题的文化ꎬ 有利于助推社会发展的文

化ꎬ 有利于培育时代精神和时代新人的文化ꎬ
并体现到方方面面ꎮ 在文艺创作中要着力弘扬

中华美学精神、 展现中华审美风范ꎬ 在学校教

育中要着力用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青少年的良好

道德规范、 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ꎬ 在城市和乡

村建设中要着力延续历史文脉、 保留中华文化

基因ꎬ 真正把跨越时空、 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

精神弘扬起来、 传播开来ꎮ
刘奇葆强调ꎬ 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ꎬ 把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选取出来进行准确通俗

的解读ꎬ 对于推动传统文化普及传播很有必

要ꎮ 要服务当代、 面向未来ꎬ 精心组织编纂一

批传统文化经典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进行大众化阐释ꎬ 让其中的精华闪亮起来ꎬ
帮助人们更好领略传统文化经典的魅力ꎮ

刘奇葆指出ꎬ 阅读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

基本途径ꎮ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ꎬ 让人

得到智慧启发ꎬ 让人滋养浩然正气ꎮ 要在全社

会大兴读书学习之风ꎬ 引导人们爱读书、 读好

书ꎮ 出版单位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ꎬ 突出

思想内涵和价值导向ꎬ 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

系ꎬ 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强的优秀图

书ꎬ 为人民群众送去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ꎮ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９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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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山西调研时强调
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１８ 日)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山西调

研时强调ꎬ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ꎬ 旗帜鲜明

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

地位ꎬ 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价值取向和学术

导向ꎬ 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ꎮ
刘奇葆指出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ꎮ 要把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

域ꎬ 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研究

阐释ꎬ 深化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ꎬ 加

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ꎮ
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ꎬ 书写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篇章ꎮ 要将学习讲话精神与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ꎬ 做到整体把握、 融会贯通ꎬ 更好地武装头

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ꎮ
刘奇葆指出ꎬ 山西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ꎮ

要礼敬中华文化ꎬ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ꎬ 培养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ꎬ 延续中华历史文脉ꎮ 要

大力挖掘传承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文化、 法治

文化、 廉洁文化和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ꎬ 不断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ꎮ 要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ꎬ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法治、 廉政教育ꎬ 加大公

益广告宣传力度ꎬ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ꎬ 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培育向上向善向

廉的精神力量和社会风尚ꎮ
刘奇葆指出ꎬ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巩固宣

传思想文化阵地、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战略任

务ꎮ 要在大力推进中央主要媒体融合发展的同

时ꎬ 推动省级主流媒体加快融合发展步伐ꎬ 建

好融媒体中心ꎬ 促进体制机制深度融合ꎬ 培养

全媒记者、 全媒编辑和全媒管理人员ꎬ 实现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为一体、 合而为一ꎬ 建设

新型主流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集团ꎬ 不断增强

传播力、 引导力、 公信力、 影响力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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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宁夏调研时强调
以文化扶贫助推全面小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４—６ 日)

９ 月 ４ 日至 ６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宁夏调

研时强调ꎬ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抓住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 均等化这条主线ꎬ 大力推进文化扶

贫ꎬ 努力助推民族地区、 贫困地区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ꎮ
刘奇葆指出ꎬ 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学习

好、 宣传好、 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ꎬ 对于推进十三五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具有重大意义ꎮ 要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组织好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ꎬ 抓好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大主题

宣传ꎬ 推动讲话精神更加深入人心ꎮ
刘奇葆强调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

一项基础工程、 战略工程ꎬ 要持续深入开展宣

传教育ꎬ 广泛发现和树立各类先进典型ꎬ 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 落地生根ꎮ

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看待民族问题、 历

史问题和文化问题ꎬ 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教育ꎬ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要积极引

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ꎬ 始终坚持中国

化方向ꎬ 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爱国爱教ꎬ 争做民

族团结、 社会和谐的维护者和推动者ꎮ
刘奇葆强调ꎬ 文化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内容ꎬ 要扎实开展文化扶贫工作ꎬ 抓

好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示范工程ꎬ 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ꎬ 为群众

带来实实在在的文化福利ꎮ 宁夏的文化资源十

分丰富ꎬ 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

作ꎬ 赋予传统艺术样式新的时代内涵ꎬ 充分体

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ꎬ 充分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ꎬ 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

方向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７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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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第十二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强调
用先进典型引领核心价值观建设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９ 月 １９ 日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在北

京举办第十二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ꎮ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

奇葆出席论坛并讲话ꎬ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着眼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广泛发现和树立各

类先进典型ꎬ 推动形成群星灿烂与七星共明的

先进群体格局ꎬ 着力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

值、 中国力量ꎮ
刘奇葆指出ꎬ 大力学习宣传先进典型ꎬ 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对于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ꎮ 要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ꎬ 坚持培育

先进与学习先进相结合ꎬ 坚持创新方式与完善

制度相协调ꎬ 在基层广泛发现、 推出和表彰各

类先进典型ꎬ 让人们充分感到典型就在身边、
榜样就在眼前ꎮ 要突出表彰和宣传那些作出重

大贡献、 群众认可度高、 社会影响力大的先进

典型ꎬ 使他们成为引领社会价值的精神标杆ꎮ
要改进学习宣传方式ꎬ 注重故事化讲述、 全媒

体传播、 多渠道展示、 互动式学习ꎬ 使先进典

型承载的价值观力量有效发散出去、 传播开

来ꎮ 要关心关爱先进模范人物ꎬ 强化政策法规

导向作用ꎬ 持续关心先进典型成长ꎬ 旗帜鲜明

捍卫英雄模范ꎬ 形成德者有得、 好人好报的鲜

明价值导向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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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陕西调研时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ꎬ 服务当代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４—２６ 日)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陕西调

研时强调ꎬ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定文化自信ꎬ 坚持创造性转

化、 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ꎬ 大力传承弘扬有

益于当代的优秀文化ꎮ
刘奇葆指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ꎬ 是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ꎬ 是党中央指导

全党全国工作的最新精神ꎬ 要推动全党全社会

进一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ꎮ 要深入开展 “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抓好党委中心组学习ꎬ 带

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面向基层的宣传宣讲ꎬ
真正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ꎮ

刘奇葆强调ꎬ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ꎬ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ꎮ 要坚定文化自信ꎬ 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

度对待传统文化ꎬ 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 有

利于助推社会发展、 有利于培育时代精神和时

代新人为取向ꎬ 萃取精华、 服务当代ꎬ 推动中

华文化繁荣兴盛ꎬ 与时代同行ꎮ 要推动文化与

科技、 旅游、 金融、 制造等深度融合ꎬ 使文化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ꎮ 要高度重视民间传

承ꎬ 培养和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ꎬ 使民

族民间文化活起来、 传下去ꎮ 要将创作生产优

秀文化作品作为中心环节ꎬ 推出更多承载灿烂

文明、 传承历史文化、 体现民族精神的精品

力作ꎮ
刘奇葆指出ꎬ 社区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ꎬ 要在社区大力开展核

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广泛评选表彰社区的善行

义举、 身边好人ꎬ 让群众感到榜样就在身边ꎮ
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活动ꎬ 融入爱国守

法、 诚实守信、 孝老爱亲、 和睦邻里等价值观

念ꎬ 潜移默化地教育人影响人ꎮ 今年是红军长

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

红军丰功伟绩ꎬ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不忘初

心、 走好新的长征路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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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同新任县委宣传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时强调
大力推进文化小康建设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１ 月 １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

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同新任县委宣

传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时强调ꎬ 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ꎬ 以基层和农村为重点ꎬ 保护和传承优

秀民族民间文化ꎬ 发展健康向上的乡土文化ꎬ
积极提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文化

产品和服务ꎬ 大力推进文化小康建设ꎬ 让人民

群众享有更优质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刘奇葆指出ꎬ 实现文化小康重点和难点在

基层在农村ꎮ 要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供需有效

对接ꎬ 挖掘和用好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ꎬ 保

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ꎬ 筑牢文化小康供给

基础ꎮ 要建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ꎬ 整合

利用设施资源ꎬ 夯实文化小康硬件平台ꎮ 要精

准推进文化扶贫ꎬ 发挥文化对发展的促进带动

作用ꎬ 补齐文化小康工作短板ꎮ 要加强基层宣

传文化队伍建设ꎬ 大力培养文化骨干和乡土人

才ꎬ 巩固文化小康人才支撑ꎮ
刘奇葆强调ꎬ 学习宣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ꎬ 是当前宣传思想战线的头等大事ꎮ 县委宣

传部长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线指挥员ꎬ 要带

头学习好领会好全会精神ꎬ 组织好面向基层的

宣传宣讲ꎬ 在城乡基层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全会

精神热潮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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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理想信念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刘奇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以下简称 «准
则» )ꎬ 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ꎬ 着眼全面从

严治党ꎬ 建设一个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ꎬ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ꎬ
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ꎬ 把坚定理想

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ꎮ 这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

想建党、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自

觉ꎬ 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的

政治清醒ꎮ 要认真学习贯彻 «准则» 精神ꎬ 坚

持以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锤炼坚定的理想信

念ꎬ 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ꎬ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ꎮ
一、 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

根本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

自己的旗帜上ꎬ 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

想ꎬ 鲜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念、 价

值追求、 行动纲领ꎮ 坚定理想信念ꎬ 就是要把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ꎬ 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ꎮ
(一)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ꎮ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ꎬ 共产党人的精神就是

“革命理想高于天”ꎮ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的支

撑ꎬ 我们党经受住了枪林弹雨、 生死存亡的浴

血革命考验ꎬ 经受住了栉风沐雨、 筚路蓝缕的

艰苦创业考验ꎬ 经受住了山重水复、 柳暗花明

的改革开放考验ꎬ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ꎬ
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ꎮ 就像邓小平同志

所指出的: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

情况下奋斗出来ꎬ 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

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ꎬ 有马克思主义信

念ꎬ 有共产主义信念ꎮ” ９５ 年来ꎬ 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ꎬ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实

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英勇奋斗ꎬ 经受住了血

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ꎬ 关键就在于他们对理想

信念坚定不移ꎬ 就在于他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

光明前景充满信心ꎮ “砍头不要紧ꎬ 只要主义

真”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ꎬ 决不能动摇

我们的信仰”ꎬ 都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坚贞执

着的精神追求ꎮ 事实充分表明ꎬ 理想信念是共

产党人的精神之基、 力量之源ꎮ 只要用理想信

念筑牢精神支柱ꎬ 就不畏惧任何困难和挑战ꎬ
就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和挑战ꎮ

(二)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ꎮ
理想信念是政治觉悟、 思想境界、 道德情操的

集中体现ꎮ 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ꎬ 就能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ꎬ 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

满ꎬ 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ꎬ 经受住

各种赞誉和诱惑考验ꎬ 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

考验ꎬ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ꎮ 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ꎬ 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ꎬ 或者

理想信念不坚定ꎬ 精神上就会 “缺钙”ꎬ 就会

得 “软骨病”ꎬ 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 经济

上贪婪、 道德上堕落、 生活上腐化ꎮ 当前ꎬ 绝

大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 政治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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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ꎬ 但也有一些人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动

摇ꎮ 有的认为 “理想很丰满ꎬ 现实很骨感”ꎬ
谈理想太远、 谈信念太虚ꎻ 有的不信马列信鬼

神ꎬ 热衷于算命看相、 烧香拜佛ꎻ 有的对中国

道路和制度缺乏自信ꎬ 总觉得西方的月亮比较

圆ꎻ 等等ꎮ 这些现象和问题ꎬ 应当引起高度注

意ꎮ 从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可以看出ꎬ
他们之所以步入歧途、 走上不归路ꎬ 最根本的

是思想政治出了问题ꎬ 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ꎮ
事实警示我们ꎬ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

摇ꎬ 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ꎮ 只有坚定

理想信念ꎬ 才能解决好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

观这个 “总开关” 问题ꎬ 不断增强政治定力ꎬ
守护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ꎮ

(三) 理想信念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

想基础ꎮ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团结奋进的精神

旗帜ꎬ 决定着一个政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ꎮ ９５
年来ꎬ 我们党虽历经各种挫折和磨难ꎬ 但始终

团结一心、 风雨不动、 坚如磐石ꎬ 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一道勇往直前ꎬ 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凝

聚和感召ꎮ 现在ꎬ 我们党有 ８８００ 多万名党员、
４４０ 多万个党组织ꎬ 党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如何把这么

大一个党组织起来、 凝聚起来ꎬ 形成共同的意

志ꎬ 保持行动统一、 步调一致? 最根本的是要

筑牢理想信念ꎮ 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

表明ꎬ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

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ꎬ 就会土崩瓦

解ꎮ 苏联的解体、 苏共的垮台ꎬ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理想信念动摇了ꎬ 思想防线失守了ꎬ 教训

极为深刻ꎮ 事实告诉我们ꎬ 一个政党的衰落ꎬ
往往是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的ꎮ 只有

始终高扬理想信念旗帜ꎬ 才能夯实团结统一的

思想基础ꎬ 确保党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事业更

加兴旺发达ꎮ
二、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

义的深刻把握上

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

提ꎮ 我们党是一个用先进思想孕育催生、 用科

学理论指导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ꎮ 广大

党员、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

理论作为必修课ꎬ 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

悟和理论水平ꎬ 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

钙、 把稳思想之舵ꎮ
(一) 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ꎬ
也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核心和灵魂ꎮ 我们说

坚定信仰、 对党忠诚ꎬ 首先看是否毫不动摇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ꎮ 如果背离或放弃马克

思主义ꎬ 就会丧失灵魂、 迷失方向ꎬ 就会与党

离心离德ꎬ 实际上是对党的思想背叛ꎮ 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这个根本问题上ꎬ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ꎬ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ꎮ 坚持马克思主义ꎬ 关键

是要做到老祖宗不能丢、 又要讲新话ꎬ 结合中

国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ꎮ 坚持是发展的基

础ꎬ 发展是最好的坚持ꎮ 对待马克思主义ꎬ 无

论是采取怀疑、 否定的态度ꎬ 还是采取实用主

义、 教条主义的态度ꎬ 都是十分有害的ꎮ ９５ 年

来ꎬ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

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ꎬ 领导和推动中国

革命、 建设、 改革不断取得伟大胜利ꎬ 就在于

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

动指南ꎬ 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ꎮ 在未来的征程上ꎬ 不论遇到什么样挫

折和干扰ꎬ 我们都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

主心骨ꎮ
(二)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ꎮ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ꎬ 是马克思主义科学

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ꎮ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ꎬ 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活的

灵魂ꎬ 从根本上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

论水平ꎬ 打牢理想信念坚定的基础ꎮ 长期以

来ꎬ 我们党始终强调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ꎬ 并自觉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

问题ꎮ 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巨大的真理

力量ꎬ 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活

力ꎮ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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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既要认真学习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ꎬ
更要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ꎬ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学会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 分析问

题、 解决问题ꎬ 特别是要聚焦现实问题ꎬ 不断

增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能力ꎮ
(三)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紧

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创造性

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ꎬ
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ꎬ 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ꎬ 是指导我们进行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

主义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

能开新局、 谱新篇ꎬ 根本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ꎬ 根本就在于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导ꎮ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ꎬ 筑牢理想信念之

基ꎬ 最重要的是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学深悟透ꎮ 要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

理ꎬ 结合历史学、 联系实际学ꎬ 深入领会讲话

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ꎬ 深入领会讲话贯穿的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深入领会讲话蕴含的坚

定信仰追求、 历史担当精神、 真挚为民情怀、
务实思想作风和科学思想方法ꎬ 做到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ꎮ
(四) 认真学习党章党规ꎮ 党章是管党治

党的总章程ꎬ 集中体现着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

主张ꎬ 集中体现着党的集体意志和原则要求ꎬ
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ꎮ 党规是

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ꎬ 是规范党员行为的具

体遵循ꎮ 理想信念不是抽象的ꎬ 而是具体的ꎬ
体现在党章党规的具体规定之中ꎮ 加强党性修

养ꎬ 坚定理想信念ꎬ 最基本的要求是学好党章

党规ꎮ 现在ꎬ 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出

轨越界、 跑冒滴漏问题ꎬ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不学党章党规、 淡忘党章党规、 不拿党章党规

当戒律ꎮ 可以说ꎬ 能不能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

党章党规ꎬ 是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对党忠诚

度的重要检验ꎬ 也是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重

要检验ꎮ 要牢固树立党章党规意识ꎬ 把党章党

规作为加强党性修养、 坚定理想信念的基本标

准ꎬ 自觉学习党章党规ꎬ 严格执行党章党规ꎬ
坚决维护党章党规ꎬ 真正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

于行ꎮ
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理

想而奋斗

实现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ꎬ 既要立忠诚笃

信之志ꎬ 又要有坚定务实之行ꎮ 我们要永远保

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ꎬ 胸怀崇高

理想ꎬ 把握现实目标ꎬ 矢志不移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

大实践推向前进ꎮ
(一) 坚持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ꎮ 实现

共产主义ꎬ 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ꎮ 共产主义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

础上才能实现ꎬ 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

程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

必经阶段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共产

主义最高理想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ꎮ 因此ꎬ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

统一ꎬ 实现共同理想与实现最高理想本质上是

一致的ꎮ 忘记最高理想而只顾当下ꎬ 就会迷失

方向ꎬ 变成功利主义、 实用主义ꎻ 离开现实目

标而空谈最高理想ꎬ 就会脱离实际ꎬ 变成空想

主义ꎮ 对共产党人来说ꎬ 既不能天天高喊共产

主义口号、 干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种事ꎬ
也不能心中没有共产主义这盏明灯ꎮ 我们要正

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的关系ꎬ 立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ꎬ 矢志不移

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ꎮ
(二)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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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理想因其远

大而为理想ꎬ 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ꎮ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ꎬ “当今世界ꎬ 要说哪个政党、 哪

个国家、 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ꎬ 那中国共产

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

信的ꎮ”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因为我们成功开

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和制

度ꎬ 继承和发展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ꎬ 使中

国人民富起来了、 中华民族强起来了ꎬ 为人类

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ꎮ 当代

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ꎬ 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

文化的母版ꎬ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设想的模版ꎬ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

再版ꎬ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ꎬ 而是自

己历经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ꎬ 具有鲜

明的独创性ꎮ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ꎬ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ꎮ 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ꎮ 这种文化自

信ꎬ 来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来

自于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

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来自于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ꎮ 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

信念ꎬ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ꎬ 不为任何干扰所

惑ꎬ 在追求崇高理想的征程上创造更加非凡的

“中国奇迹”ꎬ 书写更加精彩的 “中国故事”ꎮ
(三) 自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而苦干实干ꎮ 任何伟大事业ꎬ 都始于理想、 成

于实干ꎮ 如果没有苦干实干精神ꎬ 没有一步一

个脚印的努力ꎬ 再宏伟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ꎬ
再美好的蓝图也只能是空中楼阁ꎮ 我们党向来

强调苦干实干ꎬ 从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

干” 到 “不干ꎬ 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ꎬ 再

到 “空谈误国ꎬ 实干兴邦”ꎬ “干” 字始终是中

国共产党人最响亮的座右铭ꎮ 新中国的红色江

山ꎬ 是无数革命先辈一枪一弹、 一城一池打下

来的ꎻ 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ꎬ 是无数劳动者一

锹一铲、 一砖一瓦垒起来的ꎮ 这其中ꎬ 有成千

上万的优秀党员干部献出了全部精力乃至生

命ꎮ 没有远大理想ꎬ 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ꎻ 离

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ꎬ 也不是合格的共

产党员ꎮ 今天ꎬ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ꎬ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ꎬ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更加需要苦干实干ꎮ
要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ꎬ 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

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ꎬ 扎扎实实做好

每一项工作ꎬ 努力取得 “接力赛” 中我们这一

棒的优异成绩ꎮ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发

挥示范表率作用ꎬ 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

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ꎮ
四、 持之以恒抓好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战略任

务ꎬ 是固本培元、 补钙壮骨的基础工程ꎬ 党的

各级组织必须抓紧抓好ꎮ 要采取更加有力的举

措ꎬ 把理想信念教育贯穿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

程ꎬ 融入到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各方面ꎬ
不断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ꎮ

(一) 着力抓好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ꎮ
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ꎬ 是党的理论武装工

作的重要抓手ꎬ 是加强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和理

想信念教育的有效途径ꎬ 对推动全党学习教育

有着重要示范引领作用ꎮ 要突出学习重点ꎬ 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学习ꎬ 加强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学习ꎬ 加强党章党规、 党史国史

学习ꎮ 要创新学习形式ꎬ 综合运用集体研讨、
个人自学、 专题调研等方式ꎬ 提升学习质量和

效果ꎮ 要完善学习制度ꎬ 加强督促检查ꎬ 把学

习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

容ꎬ 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ꎮ 要大力弘扬马克

思主义优良学风ꎬ 把理论学习同贯彻落实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ꎬ 同解决改革发展稳

定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ꎬ 真正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ꎮ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要自觉抓好学习ꎬ 增强党性修养ꎮ
(二) 着力引导党员干部分清是非界限、

坚决抵制错误思想侵蚀ꎮ 现在ꎬ 思想理论领域

的主流是好的ꎬ 主旋律响亮、 正能量强劲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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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ꎬ 有的影响

力和迷惑性还比较大ꎮ 如果不加强正确引导、
深度引导ꎬ 就会难以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认

识ꎬ 甚至会动摇我们的理想信念ꎮ 要健全党内

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分析研究和情况通报制度ꎬ
定期研判和通报思想理论领域的重要动向ꎬ 向

党员干部客观全面地讲清楚深层次思想理论问

题ꎬ 把方向、 打招呼、 划底线、 守阵地、 防侵

蚀ꎮ 要重点围绕西方宪政民主、 “普世价值”、
新自由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ꎬ 旗帜

鲜明地进行辨析批驳ꎬ 引导党员干部认清其实

质和危害ꎮ 广大党员干部要站稳政治立场ꎬ 坚

守政治底线ꎬ 面对错误思潮要敢于亮剑、 敢于

交锋ꎬ 决不能听之任之、 置身事外ꎮ
(三) 着力改进创新教育方式方法ꎮ 当前ꎬ

时代形势和党员队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理想

信念教育方式方法也需要相应改进创新ꎮ 要深

入研究新形势下理想信念教育的特点和规律ꎬ
继承好的经验做法ꎬ 探索新的途径办法ꎬ 不断

增强时代性和吸引力ꎮ 要坚持开展党内集中学

习教育ꎬ 总结运用好长期实践经验ꎬ 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和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的新鲜经验ꎬ 持续不断地让党员干部受教

育、 有提高ꎮ 要更加注重联系党员干部思想实

际ꎬ 坚持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ꎬ 解

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ꎬ 教育人和

理解人、 关心人相结合ꎮ 要充分运用全媒体多

样化的传播形式ꎬ 运用分众化互动式的方式ꎬ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四) 着力拓展和扩大教育覆盖面ꎮ 理想

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ꎬ 而且要面

向全社会开展ꎮ 要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宣传教育ꎬ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

然性和巨大优越性ꎬ 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

识ꎮ 要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注重用文艺

作品传播中国梦ꎬ 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示中

国梦ꎬ 用群众性主题活动涵育中国梦ꎬ 引导广

大人民群众共同追梦圆梦ꎮ 要深入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扎实做好贯穿结合融入、
落细落小落实的工作ꎬ 着力推动入法入规、 融

入社会生活ꎬ 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ꎮ
理想信念教育要格外关注青少年ꎬ 引导他们坚

定听党话、 跟党走的信念ꎬ 树立远大人生志向

和崇高理想追求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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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湖北调研时强调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１９ 日)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９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湖

北调研时强调ꎬ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推动全会精神深入基层、 深

入群众、 深入人心ꎬ 鼓舞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为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ꎮ
刘奇葆指出ꎬ 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ꎬ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

国的重要政治任务ꎮ 各级党委中心组要带头学

习、 带头研讨、 带头贯彻ꎬ 深刻领会全会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ꎬ 深刻领会全会明确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重大意义ꎬ 深刻领会

全会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观点和重大举

措ꎮ 要全方位、 多角度宣传解读全会精神ꎬ 在

城乡基层开展对象化、 分众化、 互动化的宣传

宣讲ꎬ 引导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

精神上来ꎮ
刘奇葆指出ꎬ 要按照贯穿结合融入、 落细

落小落实的要求ꎬ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ꎮ 要把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律法规ꎬ
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ꎮ 要以核心价值

观引领知识教育ꎬ 作为知识教育之魂融入教育

教学、 校风学风ꎻ 引领文艺创作ꎬ 用生动的故

事、 鲜活的形象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ꎻ 引

领精神文明创建ꎬ 体现到创建活动全过程和各

方面ꎬ 使核心价值观融入百姓的生产生活ꎮ
刘奇葆强调ꎬ 要推动文艺创作由 “高原”

向 “高峰” 迈进ꎮ 要提升原创能力ꎬ 重视在文

学、 剧本、 词曲等艺术创作初始阶段加强扶

持ꎮ 要聚焦现实题材ꎬ 推出更多讴歌党、 讴歌

祖国、 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的标志性作品ꎮ 要

注重人才和团队培养ꎬ 完善落实扶持政策ꎬ 为

文艺繁荣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ꎮ 要抓

好戏曲传承发展工作ꎬ 在继承的基础上推进创

新发展ꎬ 出人出戏出精品ꎬ 推动戏曲活起来、
传下去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人民日报» )

００１



文献讲话

刘奇葆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推动移风易俗ꎬ 树立文明乡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召开推

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ꎮ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 中央文明委副

主任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ꎬ 坚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把反对铺张浪费、 反

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ꎬ 推动移风易俗ꎬ 树立文明乡风ꎮ
刘奇葆指出ꎬ 树立良好社会风气ꎬ 是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必然要

求ꎬ 是深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途径ꎬ 是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抓手ꎮ 要联系农村生产生

活实际和农民群众思想实际ꎬ 找准工作载体抓

手ꎬ 深化文明素质教育ꎬ 加强移风易俗宣传和

舆论监督ꎬ 发挥文艺作品敦风化俗的作用ꎬ 推

动乡风民风美起来ꎮ
刘奇葆强调ꎬ 要充分发挥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移风易俗、 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ꎬ 依

托文明村镇创建形成鲜明导向ꎬ 依托传统节日

弘扬文明风尚ꎬ 依托重点人群抓好示范带动ꎬ
让文明新风融入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ꎮ 要

强化制度约束ꎬ 构建起党章党规、 法律法规、
公共政策、 规范守则相互支撑的保障体系ꎬ 推

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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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主持召开中宣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和

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代表时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时强调

把握正确方向方针ꎬ 推动文艺创作繁荣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中宣部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

上和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代表时重要讲

话精神座谈会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

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ꎬ 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坚持为人民服

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ꎬ 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

鸣ꎬ 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推动社会

主义文艺繁荣发展ꎮ
刘奇葆指出ꎬ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定文化

自信ꎬ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唱

响时代正气歌ꎬ 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ꎬ 彰显传

统文化精髓ꎻ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ꎬ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ꎬ 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ꎻ 切实把创作

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任务ꎬ 推出更多高质量

高品位的优秀作品ꎮ 广大新闻工作者要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 新闻志向、 工作取

向ꎬ 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ꎬ 做党和人民信赖

的新闻工作者ꎮ
刘奇葆强调ꎬ 文联作协记协要提高联系服

务能力ꎬ 深化改革工作ꎬ 增强协会组织活力、
向心力、 吸引力和行业影响力ꎬ 更好地把广大

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团结凝聚起来ꎮ 宣传

文化系统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宣传阐释ꎬ 精心

组织学习培训ꎬ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ꎮ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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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在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
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

黄坤明

我们召开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

部际联席会议ꎬ 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ꎬ 总结工作ꎬ
分析形势ꎬ 持续深化文明旅游工作ꎮ 刚才ꎬ 外

交部、 公安部、 国资委、 国家旅游局、 民航

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同志作了发言ꎬ 介绍

了前段工作情况和经验成效以及下步打算ꎬ 讲

得都很好ꎬ 我完全赞成ꎮ 下面ꎬ 我讲几点意见:
一、 进一步认清推进文明旅游的重要性紧

迫性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文明旅

游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ꎬ 明确交给中央文

明委这一重要任务ꎮ 中央文明办牵头建立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ꎬ 加强统筹协调ꎬ 加大治理力

度ꎬ 坚持境外游与境内游两手抓ꎬ 坚持教育引

导与制度建设相结合ꎬ 持续推动文明旅游发

展ꎬ 特别是着力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

质ꎬ 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ꎮ 一是组织领导明

显加强ꎮ 由文明委统筹、 文明办牵头、 相关部

门共同推进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有效运转ꎬ
省、 市、 县自上而下层层建立联席会议工作制

度ꎬ 各成员单位加强条条工作ꎮ 文明旅游呈现

出条块结合、 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工作格局ꎬ
较好解决了条块分割、 分散用力的问题ꎮ 二是

宣传教育形成声势ꎮ 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呼

应、 网上网下联动ꎬ 文明旅游宣传常态化、 有

热潮ꎬ 以重要时间节点和节假日为契机ꎬ 对不

文明旅游行为分类集中曝光批评ꎬ 激发全社会

文明旅游意识ꎮ 推出 １０ 大文明旅游公益宣传

片ꎬ 在出入境办证大厅、 机场出境口岸、 旅行

社营业部等场所张贴文明旅游公约和十大提醒

语、 摆放文明旅游手册折页ꎬ 文明旅游氛围日

益浓厚ꎮ 三是管理监督不断强化ꎮ 梳理工作流

程ꎬ 把好护照、 组团、 出境、 交通、 落地、 行

程等出境旅游关口ꎬ 管理重心下移、 关口前

移ꎮ 制定旅行社行前说明会规范ꎬ 对 ８ ５ 万名

出境领队进行全员培训ꎬ 抓牢抓实行前说明会

和领队、 导游培训ꎮ 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ꎬ
加强旅游市场监管ꎬ 为开展文明旅游营造良好

环境ꎮ 四是主题活动有声有色ꎮ 开展 “中国好

导游中国好游客” 推选征集、 “文明旅游随

手拍”、 “文明旅游背包行”、 “中国公民文明旅

游公约大家定” 等主题实践活动ꎬ 引导游客尊

德守规、 文明出行ꎮ 深入开展 “文明旅游、 礼

貌乘车” 活动ꎬ 把工作触角延伸到公交站点、
景区景点、 社区基层ꎬ 形成了点、 线、 面结合

的生动局面ꎬ 社会覆盖越来越广ꎮ 五是制度约

束作用有效发挥ꎮ 实施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暂行办法» 和民航旅客信用信息记录制

度ꎬ 连续公布四批游客不文明记录名单ꎬ 推动

文明旅游工作法治化ꎮ 加强文明旅游信用平台

建设ꎬ 推进旅游行业系列文明创建ꎬ 将文明旅

游纳入文明城市测评ꎬ 用考评机制促进工作落

实ꎮ 总的看ꎬ 各地各部门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做了大量工作ꎬ 文明旅游

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ꎮ 去年以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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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我国出境游客不文明行为的负面报

道数量明显减少ꎬ 游客文明素质有所提升ꎬ 还

涌现出一大批举止文明、 热心公益、 乐于助人

的 “中国好游客”ꎮ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ꎬ 也要清醒看到ꎬ

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是一项长期任务ꎬ
我们所取得的成效还只是阶段性的ꎬ 一些治理

效果还不是很巩固ꎬ 一些工作环节还存在不少

问题ꎮ 从思想认识看ꎬ 有的认为抓文明旅游是

“软任务”、 “不着急”ꎬ 出了问题就推一推ꎬ 不

出问题就放在一边ꎻ 有的认为这是旅游部门一

家的事情ꎬ 工作主动性不强ꎬ 融入到自身业务

不够、 相互配合不够ꎮ 从游客数量看ꎬ 我国公

民出境旅游快速增长ꎬ ２０１５ 年近 １ ２ 亿人次ꎮ
绝大多数出境游客能够讲文明、 守秩序ꎬ 但由

于基数大ꎬ 不文明事件发生的几率和数量也同

步增加ꎮ 比如ꎬ 去年重庆游客大闹泰国机场、
上海游客殴打日本便利店员等ꎬ 都造成了恶劣

影响ꎮ 从存在问题看ꎬ 一些不文明顽症痼疾没

有根本扭转ꎮ 去年ꎬ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展

“中国游客海外形象全球调查”、 首都文明办组

织 “京津冀文明旅游调查” 都显示ꎬ 乱扔垃

圾、 闯红灯、 插队、 大声喧哗等行为仍然突

出ꎮ 从管理工作看ꎬ 出境旅游市场结构已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ꎬ 一半以上的游客是 ８０ 后年轻

人ꎬ 三分之二以上是自由行ꎬ ８０％以上的旅游

目的地是周边国家和地区ꎮ 我们对这些新情况

新变化还不太适应ꎬ 导游领队的总体素质亟待

提升ꎬ 旅游管理方法和手段仍需改进ꎮ 这些情

况都表明ꎬ 文明旅游工作仍然任重道远ꎬ 必须

继续强力推进ꎬ 不能放松懈怠ꎬ 必须不断巩固

提高ꎬ 不能止步不前ꎬ 必须坚持抓反复、 反复

抓ꎬ 不能浅尝辄止ꎮ 总之ꎬ 要驰而不息地把工

作推向深入ꎮ
今年是 “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ꎬ 是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旅游重要批示的第四

个年头ꎮ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未来几

年ꎬ 我国将继续大力发展旅游业ꎬ 国内游和出

境游将继续增长ꎮ 抓紧抓好文明旅游ꎬ 既是经

济上达到全面小康的迫切需要ꎬ 也是精神文化

生活达到全面小康的迫切需要ꎮ 这项工作抓不

好ꎬ 就会影响国家良好形象的塑造ꎬ 就会成为

制约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 “短板”ꎮ
我们一定要从贯彻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高度ꎬ 树立和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ꎬ 认清形势任务、 深化思想认识ꎬ
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把文明旅游工作往

深里做、 往实处推ꎬ 引导广大游客讲好中国故

事ꎬ 亮好中国名片ꎬ 以文明旅游助力精神文明

建设ꎬ 以文明旅游增进中外人文交流ꎬ 以文明

旅游展现国家软实力ꎮ
二、 进一步夯实文明旅游工作的基层基础

近几年ꎬ 旅游行业的主体、 模式、 范围等

都发生很大变化ꎮ 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ꎬ 以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引领文明旅游工作ꎬ 把我们的措施落实到基

层、 落实到游客ꎮ
一是牢牢把住关口ꎮ 公民出境旅游能不能

做到文明有礼ꎬ 关键在于把出门前、 行程中的

教育、 管理和引导工作做扎实做到位ꎮ 要继续

做好护照关、 组团关、 出境关、 交通关、 落地

关、 行程关 “六关” 的工作ꎬ 狠抓关口一线人

员的教育引导ꎮ 要在入流程、 尽职责上下功

夫ꎬ 把文明旅游教育引导作为必不可少的业务

流程ꎬ 作为工作人员必学必会的业务知识ꎬ 固

化为岗位职责和工作制度ꎬ 力戒随意性和形式

主义ꎮ 要在提高主动性、 自觉性上下功夫ꎬ 既

注重关口宣传的空间展示ꎬ 更注重关口一线人

员的当面提示ꎬ 让关口一线人员承担宣传教育

的责任ꎬ 做到宣传资料当面给ꎬ 有关要求当面

说ꎬ 切实解决游客不知的问题ꎮ 要在分众化、
对象化上下功夫ꎬ 针对不同人群、 不同目的

地、 不同旅游方式ꎬ 改进宣传形式、 明确教育

内容ꎬ 既能入眼入耳、 入脑入心ꎬ 更能实用管

用ꎮ 目前ꎬ 出境游客 ８０％以上是到周边国家和

地区ꎬ 要瞄准这一趋势ꎬ 加强教育引导ꎬ 加强

预判应对ꎬ 努力避免发生恶性不文明旅游

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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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狠抓重点人员培训ꎮ 要适应我国旅游

事业迅猛发展、 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实际ꎬ 着

力加强导游、 领队的业务培训ꎬ 加强境外劳务

人员的集中教育ꎬ 加强出国留学、 短期游学人

员的行前教育ꎮ 要落实导游全员培训ꎮ 在去年

全员培训出境领队的基础上ꎬ 按照分级分类培

训的要求ꎬ 年内完成对全国 ７２ ３ 万名导游的全

员培训任务ꎮ 要配合 “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

进ꎬ 以文明和安全为主要内容ꎬ 抓好境外劳务

人员、 出国留学人员等人群的专题培训ꎬ 引导

他们增强责任意识、 自觉维护国家形象ꎮ 要把

文明旅游培训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ꎬ 既抓好新

员工的集训ꎬ 又抓好老队伍的轮训ꎻ 制订专门

培训内容ꎬ 防止以业务培训代替专题培训ꎻ 创

新培训方式ꎬ 开发网络教育、 手机 ＡＰＰ 课程、
列举典型案例ꎬ 引导大家边干边学、 不断提

高ꎮ 要精心设计培训内容ꎬ 普及文明礼仪知

识ꎬ 讲解法律法规常识ꎬ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ꎬ
培养文明守法意识ꎬ 增强爱国情感ꎮ

三是广泛开展文明旅游实践活动ꎮ 知是行

之始ꎬ 行是知之成ꎮ 要坚持知行合一ꎬ 拓展文

明旅游载体ꎬ 开展丰富多彩、 寓教于乐的主题

活动ꎬ 吸引广大民众、 游客特别是青少年学生

参与ꎬ 让人们在活动中了解文明旅游、 认同文

明旅游、 践行文明旅游ꎮ 要继续开展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ꎬ 推广北京开展文明交通引导、 深圳

建立文明旅游志愿队伍等经验ꎬ 在主要景区景

点、 交通枢纽设立文明监督岗ꎬ 规劝不文明行

为ꎮ 要以创建文明旅游景区为抓手ꎬ 引导景区

(景点) 改善服务、 加强管理ꎬ 以文明环境熏

陶文明游客ꎮ
四是注重加强对自由行游客的教育引导ꎮ

近年来ꎬ 自由行、 自驾游出境成为新潮流新时

尚ꎬ 人数每年都在大幅上升ꎬ 抓文明旅游必须

及时覆盖到这部分人群ꎮ 自由行游客多是 ８０ 后

的年轻人ꎬ 他们有文化、 有个性ꎬ 三五成群、
说走就走ꎮ 对他们进行教育ꎬ 除了利用办理证

照的时机ꎬ 还要利用游客网上签约、 预订酒店

等时机ꎬ 通过短信、 微信、 微博等手段ꎬ 及时

推送目的地风俗习惯、 旅游常识和文明旅游提

醒ꎮ 目前ꎬ 这方面工作还大有可为ꎮ 请国家旅

游局会同外交部、 公安部等部门进行专题调

研ꎬ 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ꎬ 使文明旅游全

覆盖ꎮ
五是切实做好入境游客的引导管理ꎮ 现

在ꎬ 来华旅游入境人数每年超过 １ ３ 亿人次ꎬ
其中 ８０％是港澳台同胞ꎬ ２０％是外国人ꎮ 这么

多境外游客在游览购物中难免发生一些矛盾纠

纷和不文明行为ꎬ 也会给我国形象带来不良影

响ꎮ 我们要像抓境内文明旅游一样ꎬ 重视抓好

境外游客的文明旅游ꎮ 中央台办、 外交部、 公

安部、 国务院港澳办等有关部门要准确掌握入

境游客情况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管理

引导ꎬ 出现突发状况及时应对ꎮ 旅游部门要注

重发挥导游、 领队的作用ꎬ 向境外游客介绍当

地风俗习惯、 礼仪常识ꎬ 提醒行为规矩、 法律

法规ꎬ 引导境外游客遵规守矩、 言行文明ꎮ 要

推动景点景区优化管理、 改善服务ꎬ 做好文明

旅游多语言展示ꎬ 让他们慕名而来、 满意而

去ꎬ 成为无形中传播我国文明进步形象的

使者ꎮ
三、 进一步营造文明旅游的良好舆论氛围

舆论引导和监督ꎬ 是推进文明旅游的重要

条件ꎬ 也是促进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有效手

段ꎮ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ꎬ 要发挥应

有作用ꎬ 坚持长流水、 不断线常态化宣传ꎬ 特

别是抓住元旦、 春节、 “五一”、 暑期、 “十一”
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一环扣一环、 一步紧一步ꎬ
形成规模声势、 持续升高热度ꎬ 使广大游客时

时处处感受到文明旅游的浓厚氛围ꎮ
一是加强正面宣传教育ꎮ 中央主要新闻媒

体要设置专题专栏ꎬ 拿出黄金时段、 重要版

面ꎬ 推出有分量的报道和评论ꎮ 要大力宣传

“最美导游”、 “最美游客”ꎬ 大力宣传先进经验

和有效做法ꎬ 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ꎮ 要经常

性宣传普及文明礼仪ꎬ 传播文明旅游理念ꎬ 引

导游客讲文明、 树新风ꎮ 地方媒体和都市类、
行业类媒体要紧紧跟进ꎬ 加大刊播力度ꎬ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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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ꎬ 形成宣传合力ꎮ 公益宣传、 温馨提

示亲切感人ꎬ 易于被人们理解接受ꎬ 具有春风

化雨般的效果ꎮ 要制作一批主题鲜明、 短小耐

看的文明旅游动漫片、 提示语和公益广告ꎬ 在

各类媒体和服务窗口、 交通工具内的电子屏

幕、 广播电视广为刊播ꎬ 营造鲜活而富于教益

的文明旅游生动场景ꎮ
二是加大曝光警示力度ꎮ 事实表明ꎬ 曝光

不文明行为ꎬ 形成舆论批评压力ꎬ 对促进人们

自我约束、 养成良好习惯具有立竿见影的效

果ꎮ 要坚持问题导向ꎬ 对那些有悖公德、 有伤

风俗、 有损形象的反面案例予以曝光鞭挞ꎬ 及

时报道处理结果、 惩戒措施ꎬ 以发挥警示教育

效用ꎮ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掌握公民旅游不文

明行为典型案例ꎬ 向媒体提供报道素材ꎮ 中央

主要新闻媒体驻外记者站要反映公民出境旅游

的情况和问题ꎬ 加强分析研判ꎬ 帮助开展有针

对性的教育引导ꎮ
三是加强网上舆论引导ꎮ 互联网、 手机等

新媒体对出门在外的游客影响更直接更广泛ꎮ
要坚持传播正能量的工作导向ꎬ 综合发挥新闻

网站、 商业网站、 旅游网站和旅行社电商平台

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ꎬ 采取互动讨

论、 跟帖交流、 常识介绍等多种方式ꎬ 生动活

泼地开展文明旅游宣传ꎬ 扩大影响力和覆盖

面ꎬ 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ꎬ 让文明旅游越来越

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ꎮ
四、 进一步形成共抓文明旅游的长效机制

建立科学规范的制度机制ꎬ 是巩固发展文

明旅游工作成果的必然要求ꎬ 也是持续深入推

进文明旅游工作的重要保障ꎮ 要把形成长效机

制作为开展文明旅游的基本建设ꎬ 立足深化ꎬ
着眼长远ꎬ 进一步加大建章立制的力度ꎬ 确保

工作形成常态、 形成合力ꎮ
一是健全完善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ꎮ 要进

一步发挥好文明委抓总、 文明办协调、 相关职

能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作用ꎬ 坚持统分结合ꎬ
分工负责ꎮ 各级文明办要加强统筹协调、 把面

上的工作统起来ꎬ 各成员单位要落实好部门责

任、 把系统内的工作抓起来ꎬ 形成纵向垂直推

进、 横向部门协作的高效运行机制ꎮ 要依托部

际联席会议这个平台ꎬ 加强各成员单位之间的

支持配合、 信息共享、 情况通报ꎬ 形成分兵把

口、 联手行动、 齐抓共管的工作氛围ꎮ 要积极

探索在境外开展文明旅游工作的机制办法ꎮ 去

年ꎬ 我驻新西兰使馆建立了领事保护工作联席

会议机制ꎬ 与新西兰相关职能部门在领事保

护、 文明旅游方面保持沟通协作ꎬ 这种做法很

好ꎮ 在国外ꎬ 使领馆就是 “自己的家”ꎮ 外交

部要指导驻外使领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ꎬ 加大

对我国游客的服务保障和教育引导力度ꎬ 形成

境内外共同推进文明旅游的工作合力ꎮ
二是不断加强旅游法治建设ꎮ 要发挥法治

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重要作用ꎬ 自觉

运用法律法规和法治思维推进文明旅游工作ꎮ
要继续推动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

法» 和民航旅客信用信息记录制度深入实施ꎬ
加强配套措施跟进ꎬ 加大处罚力度ꎬ 让旅游企

业、 民航企业有权对那些不文明游客说 “不”ꎮ
要推动建立旅游行业文明信用体系ꎬ 使旅游企

业、 导游领队、 游客的信用记录可查询可管

理ꎬ 并逐步纳入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之中ꎬ 让不

文明行为处处受限ꎮ 要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培养

高尚道德情操、 带头践行文明旅游ꎬ 可以结合

«廉洁自律准则»、 «纪律处分条例» 社会公德

和公共场所行为的规定ꎬ 对党员干部发生严重

不文明行为的ꎬ 给予相应处理ꎬ 督促党员以更

高更严的要求ꎬ 树立文明形象ꎬ 发挥表率

作用ꎮ
三是继续强化督促检查机制ꎮ 要把 “严”

和 “实” 的要求贯穿文明旅游工作全过程ꎬ 把

督查作为确保工作落实的重要一环ꎬ 加强横向

纵向的督促检查ꎬ 建立情况及时通报、 问题及

时解决的工作机制ꎮ 今年第四季度ꎬ 中央文明

办要联合各成员单位ꎬ 对各地文明旅游特别是

出境游情况开展一次专项督查ꎮ 各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要加大对本行业本系统的督导力度ꎬ 既

要到基层站点和窗口单位查看年初布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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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落实ꎬ 又要围绕具体问题进行专项检

查ꎬ 查漏补缺、 改进工作ꎬ 推动目标任务落实

落地ꎮ
最后ꎬ 我再强调一下抓好春节期间的文明

旅游工作ꎮ 春节假期历来是集中旅游的高峰ꎬ
也往往是不文明行为高发的时段ꎮ 每年部际联

席会议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召开ꎬ 一个重要目

的ꎬ 就是要指导各地各部门加大文明旅游工作

力度ꎬ 引导人们把春节过成文明节、 祥和节ꎮ
中央文明办要专门下发通知ꎬ 对贯彻这次会议

精神和做好春节期间的文明旅游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ꎻ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结合这次会议精

神ꎬ 对本系统利用春节契机推动文明旅游工作

作出专门部署ꎬ 做好垂直向下的工作指导ꎻ 中

央新闻单位要制定春节前后的文明旅游宣传计

划ꎬ 把各地各部门的好经验好做法宣传好ꎬ 把

春节前后出境游和境内游的情况报道好ꎬ 营造

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ꎮ 总之ꎬ 让我们大家共同

努力ꎬ 以春节期间公民文明旅游的新形象为全

年工作开好头、 起好步ꎮ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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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黄坤明

新春伊始ꎬ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号召

向雷锋同志学习 ５３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ꎬ 中央宣

传部、 中央文明办召开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

作推进会ꎮ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

神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公布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ꎬ 总

结工作、 交流经验、 部署任务ꎬ 推动学雷锋志

愿服务工作深入发展ꎮ
去年 １０ 月以来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组织

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１３ 个部门和单位ꎬ 联合在全

国开展宣传推选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

型活动ꎮ 在各地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

参与下ꎬ 推选出了一批志愿服务先进典型ꎮ 总

的看ꎬ 这次宣传推选活动特点突出、 亮点纷

呈ꎮ 一是价值导向鲜明ꎮ 这些先进典型ꎬ 或以

英雄的壮举ꎬ 或以平凡的善行ꎬ 或以正义的力

量ꎬ 或以执着的坚守ꎬ 不计名利、 不求回报ꎬ
与人为善、 助人为乐ꎬ 在服务他人、 奉献社会

中ꎬ 弘扬雷锋精神、 践行志愿精神ꎬ 充分体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本质要

求ꎮ 二是代表性广泛ꎮ 这次推选的典型ꎬ 在类

型上ꎬ 既有突出的个人和组织ꎬ 又有项目和社

区的优秀代表ꎻ 在活动内容上ꎬ 既有文化便

民、 支教扶贫ꎬ 也有赛会服务、 应急救援ꎬ 还

有关爱自然、 保护环境ꎻ 在服务对象上ꎬ 既有

帮扶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和残疾人ꎬ 也有服务

贫困人群、 进城务工人员等ꎬ 涵盖了志愿服务

的方方面面ꎮ 三是推选程序严格ꎮ 各地各有关

部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ꎬ 经过层层筛

选、 择优推荐、 专家评审、 网上公示等环节ꎬ
程序规范、 把关严格ꎬ 努力保证各类先进典型

立得住、 信得过、 叫得响ꎮ 四是社会反响热

烈ꎮ 各地群众普遍反映ꎬ 这次宣传推选活动是

对志愿者进行嘉许奖励的好形式ꎬ 有利于充分

调动发挥广大志愿者的主动性、 积极性ꎬ 激发

他们的荣誉感、 上进心ꎮ 新闻媒体高度关注ꎬ
通过开设专题专栏ꎬ 展示志愿者风采ꎬ 普及志

愿文化ꎬ 凝聚志愿服务共识ꎮ 宣传推选的过程

实际上成为学习志愿者、 争当志愿者的过程ꎮ
我们要运用好这次宣传推选活动的成果ꎬ 发挥

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引导更多的人自

觉参与到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中来ꎮ
下面ꎬ 我就进一步做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

作讲几点意见ꎮ
一、 充分认识十八大以来学雷锋志愿服务

工作的良好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ꎬ 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都对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提出明确要求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学雷锋志愿服务作出重要指示ꎬ 对广大志愿者

提出殷切希望ꎮ 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意义ꎬ 强

调志愿服务对凝聚人心、 增强群众主人翁精神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当有人需要帮助时ꎬ 大

家搭把手、 出份力ꎬ 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ꎮ 关

于弘扬雷锋精神ꎬ 强调雷锋精神ꎬ 人人可学ꎻ
奉献爱心ꎬ 处处可为ꎮ 要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

代的雷锋故事ꎬ 让学习雷锋精神在祖国大地蔚

然成风ꎮ 关于志愿服务的方向ꎬ 强调要努力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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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奉献、 友爱、 互

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热情参与、 真情奉献、
向上向善ꎬ 倡导社会文明新风ꎬ 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ꎬ 热诚关爱他人ꎬ 多做扶贫济困、 扶弱助

残的实事好事ꎬ 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进步ꎮ 刘

云山同志和刘奇葆同志也多次就深入开展志愿

服务、 扩大志愿服务覆盖面、 推进志愿服务制

度化作出重要指示ꎬ 提出明确要求ꎮ 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和重要部署ꎬ 为志愿服务事业长远发

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三年多来ꎬ 各级党委政府坚决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ꎬ 大力倡导、 有力推进学雷锋志愿服

务ꎬ 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努力ꎬ 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ꎬ 我国的志愿服务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发

展态势ꎬ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ꎬ 成为精神

文明建设的亮丽风景和响亮品牌ꎮ 志愿者队伍

不断壮大ꎮ 目前ꎬ 我国注册青年志愿者 ８０００ 多

万ꎬ 注册社区志愿者 ３２００ 多万ꎬ 注册巾帼志愿

者 ９７０ 多万ꎮ 志愿者年龄结构日趋多元ꎬ 党员

志愿者的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更加凸显ꎬ
社会力量日益活跃ꎮ 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ꎮ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需求为导向ꎬ 立足关爱他

人、 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ꎬ 以项目化为抓手ꎬ
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志愿

服务内容由过去单纯的打扫卫生、 扶弱助残向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治安、 环保等领域

拓展ꎬ 志愿服务活动由零星分散、 突击性活动

向有组织、 有规模、 经常化、 常态化活动转

变ꎮ 制度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ꎮ 制定下发 «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ꎬ 各类地方性志愿

服务信息平台普遍建立ꎬ 全国性志愿服务信息

管理系统稳步推进ꎬ 为推动全国志愿服务数据

互联互通打下坚实基础ꎮ 经过深入调研、 反复

征求意见ꎬ «志愿服务条例» 已准备提请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ꎮ 许多地方制定出台了地方性

法规ꎬ 为志愿服务开展提供了法制保障ꎮ 领导

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加健全ꎮ 文明委统一领导、
文明办牵头协调、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已经确立ꎬ 工作

运转高效有序ꎬ 获得了各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

面的广泛认同ꎮ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ꎬ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ꎬ 还存在

一些短板和不足ꎬ 比较突出地表现在: 工作开

展不平衡ꎬ 供需对接不通畅ꎬ 活动组织不规

范ꎬ 有的志愿者 “被志愿”ꎬ 以及登记注册人

多、 实际服务人少等方面ꎮ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

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ꎮ
二、 充分认识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对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是我们党对人民作

出的郑重承诺ꎬ 是今后五年党和国家工作的目

标所在、 重心所系ꎮ 我们的一切工作ꎬ 都要放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来把握ꎮ 全面小康既是

物质上的小康ꎬ 也是精神上的小康ꎮ 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明确提出ꎬ 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ꎬ 实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

著提高ꎮ 学雷锋志愿服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ꎬ 是敦风化俗、 成风化人ꎬ 引导社会向上

向善的有力抓手ꎮ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强化思想

自觉ꎬ 深刻认识在决胜全面小康历史性阶段ꎬ 深

化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ꎬ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 这

个民族ꎬ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１. 学雷锋志愿服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更加深入人心ꎬ 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风

尚更加浓厚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

重要内容ꎮ 推动核心价值观在人们头脑中扎

根ꎬ 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ꎬ 既要靠

宣传教育ꎬ 更要靠实践养成ꎮ 雷锋精神延续了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ꎬ 体现了社会主义新社会

良好人际关系的本质ꎬ 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真善

美的向往和追求ꎬ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

动体现ꎮ 学雷锋志愿服务是美好的道德行为和

重要的道德实践ꎬ 能够引导人们在多做好事、
常做善事的过程中净化心灵、 陶冶情操ꎬ 有利

于培养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ꎬ 有利

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ꎬ 形成向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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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道德追求ꎬ 有利于推动形成助人为乐、 团

结友善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ꎬ 对于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融入人们

日常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２. 学雷锋志愿服务是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ꎬ 国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要显著提高ꎮ 志愿服务

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ꎬ 它的发展水平反映着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ꎮ 学雷锋志愿服务生动诠

释了 “个人与社会” “有限与无限” “平凡与

伟大” 的人生命题ꎬ 充分体现了提升自我和服

务他人的统一、 实现个人价值和创造社会价值

的统一ꎮ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普遍开展ꎬ 进

一步将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传

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ꎬ 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由心

而生的行动自觉ꎬ 播撒更多的文明种子ꎬ 汇聚

更强的社会正能量ꎬ 促进形成我为人人、 人人

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ꎮ
３. 学雷锋志愿服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ꎮ 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ꎬ 是全面小康的

重要目标ꎮ 志愿服务是社会成员自我组织、 自我

服务的一种重要形式ꎬ 能够成为政府服务和市

场服务的有益补充ꎬ 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与

缺位ꎮ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ꎬ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ꎮ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就是要广泛动员各

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服务ꎬ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ꎬ 倡导相互

关爱、 服务社会ꎬ 实现人人可为、 处处可为ꎬ 人

人尽力、 人人共享ꎬ 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全完

善ꎬ 提升社会治理的广度、 深度和效率ꎮ
４. 学雷锋志愿服务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

力补充ꎮ 全面小康的 “全面” 一个重要含义就

是覆盖人口要全面ꎬ 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让

７０００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ꎮ 实现这一目

标ꎬ 需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ꎬ 拿出过硬办法ꎬ

动员各方面资源ꎬ 合力推进脱贫攻坚ꎮ 要看

到ꎬ 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ꎬ 摆脱贫

困ꎬ 不仅要靠物质 “输血”ꎬ 还要靠智力 “造
血”ꎮ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就是要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扶危济困、 友爱互助的精神ꎬ 推动社

会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ꎬ 把贫困群众迫切

需要的教育、 文化、 科技、 卫生、 法律等各方

面服务送到家门口、 送到老百姓手里ꎬ 有效提

高贫困群众改变生活、 创造财富的能力ꎬ 让贫

困地区群众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ꎮ
我们一定要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的

新目标新要求ꎬ 来认识和把握学雷锋志愿服务

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ꎬ 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ꎮ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开局

起步之年ꎬ 做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ꎬ 要认真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立足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
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大力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增强人们的社

会责任意识ꎬ 着力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

化ꎬ 着力扩大志愿服务覆盖面ꎬ 着力完善组织

机制、 运行机制ꎬ 坚持经常、 融入生活ꎬ 创新

发展、 讲求实效ꎬ 为营造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

的良好社会风尚ꎬ 为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作出积极贡献ꎮ
三、 深入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

态化

实现制度化常态化ꎬ 是学雷锋志愿服务持

续健康发展的长远之策、 根本之策ꎮ 去年下半

年ꎬ 围绕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开展了专题调研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

门研究ꎬ 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ꎮ
１. 突出价值观引领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时代表达ꎬ 是学雷锋

志愿服务的 “根” 和 “魂”ꎮ 要增强价值观自

信ꎬ 有自信才会有坚守ꎬ 有自信才会有自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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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正确的理论指引、 坚实

的实践基础、 深厚的文化源泉ꎬ 我们有充分的

理由、 足够的底气保持自信ꎮ 有人说ꎬ 雷锋精

神过时了ꎬ 志愿服务是舶来品ꎮ 这种观点是错

误的ꎮ 学雷锋志愿服务不仅有着中国传统美德

的丰厚滋养ꎬ 更彰显着革命文化品格ꎬ 彰显着

当代中国价值、 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ꎮ 只有始

终秉持这种自信ꎬ 才能坚定自觉地投身到关爱

他人、 服务社会的崇高事业之中ꎮ 要抓好贯穿

结合融入ꎬ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

雷锋志愿服务工作ꎬ 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

在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全过程和各方面ꎬ 让人们

在互帮互助中感悟认同社会主流价值ꎬ 向往和

追求崇高的价值目标ꎮ 要抓好日常经常平常ꎬ
把开展集中服务活动与日常工作生活相结合ꎬ
引导人们从身边小事做起、 从简单易行的事情

做起ꎬ 聚沙成塔、 涓滴成河ꎬ 在点滴积累中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２. 实施项目化运作ꎮ 志愿服务项目化ꎬ 就

是把自发的、 零散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用项目的

形式整合起来、 固定下来ꎬ 明确服务内容、 活

动方式ꎬ 稳定志愿人员、 盯准服务对象ꎮ 要坚

持以需求为导向设计志愿服务项目ꎬ 准确了解

群众真实所需所盼ꎬ 确定服务对象和服务内

容ꎬ 把活动效果好的服务项目固化下来、 把群

众欢迎的服务活动延续下去ꎮ 要与党委政府工

作的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结合起来ꎬ 不断拓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领域ꎬ 扩大覆盖范围ꎬ 让志

愿服务的触角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ꎬ 让需要服

务的群体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志愿服务ꎮ 要抓

好项目运作实施ꎬ 有效整合社会力量ꎬ 统筹服

务资源ꎬ 充实服务队伍ꎬ 积极打造品牌项目ꎬ
吸引更多的人持续参与志愿服务ꎮ 既要做锦上

添花的项目ꎬ 更要做雪中送炭的项目ꎬ 越是困

难的地方ꎬ 越需要志愿服务施以援手ꎮ
３. 完善组织化规范ꎮ 目前ꎬ 我国志愿服务

的组织化程度还不够高ꎬ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

社会组织数量还比较少ꎮ 为积极引导、 扶持和

规范志愿服务组织发展ꎬ 中央文明办正会同民

政部研究起草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的意见»ꎬ 对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志愿服务、 推

动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壮大作出安排部署ꎮ 要建

立备案与挂靠相结合的登记管理制度ꎬ 尽可能

多地将志愿服务组织特别是自发的草根组织纳

入依法管理范畴ꎮ 要做好扶持工作ꎬ 建立健全

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组织孵化机制、 人才培养

机制ꎬ 推动志愿服务组织增强内生动力、 提高

造血能力ꎮ 要注意把握政治导向ꎬ 完善监督管

理ꎬ 加强背景筛查ꎬ 警惕有境外政治背景的非

政府组织对我进行渗透ꎬ 确保志愿服务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ꎮ
４. 强化专业化支撑ꎮ 多年实践表明ꎬ 开展

志愿服务ꎬ 单纯靠热情是远远不够的ꎬ 必须具

备专业的服务能力ꎮ 在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分

工日益精细、 志愿服务需求日趋多样的今天ꎬ
专业化已经成为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的新趋

势、 新特点ꎮ 要广泛发展专业志愿服务队伍ꎬ
推动企业、 机关、 学校、 医院、 文化单位等ꎬ
立足本职岗位成立专业志愿服务队ꎬ 提供专业

化的志愿服务ꎮ 要加大对志愿者的培训力度ꎬ
开展文化体育、 医疗保健、 法律援助、 交通安

全、 社会救助、 紧急救援、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专业技能培训ꎬ 提升志愿者专业服务水平ꎮ 要

重视服务对象的差异化需求ꎬ 不断拓宽志愿服

务范围ꎬ 引导医生、 教师、 律师、 心理咨询师

等专业人员提供专业化、 高质量的志愿服务ꎬ
切实提高针对性实效性ꎮ

５. 坚持社区化扎根ꎮ 城乡社区是人们生活

的基本场所ꎮ 随着我国社会建设的深化拓展ꎬ 社

区居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ꎮ 要把社区

作为志愿服务活动的主要阵地ꎬ 广泛开展邻里

守望、 邻里互助志愿服务活动ꎬ 引导群众就近就

便参与志愿服务ꎬ 让志愿服务走进基层、 走进社

区、 走进家庭ꎮ 要借鉴一些地方建立社区志愿服

务站点的经验ꎬ 鼓励城乡社区普遍建立志愿服

务站ꎬ 使之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

的重要平台ꎮ 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都是社

区建设的重要力量ꎬ 要大力推广 “社工＋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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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经验好做法ꎬ 既发挥社工熟悉社区情况、 了

解居民需求的优势ꎬ 又发挥广大志愿者人数多、
热情高的优势ꎬ 努力形成 “社工引领志愿者、
志愿者协助社工” 的社区志愿服务模式ꎮ

６. 推进信息化管理ꎮ 随着志愿服务的广泛

开展ꎬ 迫切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ꎬ 搭建

志愿服务信息管理平台ꎬ 规范志愿者登记注

册、 需求采集、 项目发布、 供需对接、 服务记

录ꎮ 要认真抓好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

范» 的推广应用ꎬ 逐步实现全国志愿服务数据

的互联互通ꎬ 做到全国志愿者统一注册、 志愿

服务证统一发放ꎬ 以及服务记录跨地域跨系统

的转移接续ꎮ 要推动智能移动终端建设ꎬ 有效

利用手机客户端、 微信公众号等手段ꎬ 实现志

愿服务活动项目发布、 实施过程、 人员参与、
服务情况的全程信息化ꎮ 要加强数据库建设ꎬ
实现志愿者、 服务项目和服务对象的无缝对

接ꎬ 避免出现一方面服务供给资源闲置、 一方

面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ꎮ
四、 积极营造有利于学雷锋志愿服务的社

会文化氛围

志愿服务理念的培育、 行为习惯的养成ꎬ
是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有了

好的社会氛围ꎬ 人们就能在耳濡目染、 潜移默

化中增强认同、 受到感召ꎬ 激发内生动力ꎮ 要

积极培育志愿文化ꎬ 注重教育引导、 舆论宣

传、 文化熏陶ꎬ 形成有利于弘扬志愿精神的生

活情景和社会氛围ꎮ
１.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ꎬ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ꎬ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ꎬ 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ꎮ 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乐善好施、 急公好义、 见义

勇为等道德情操ꎬ 蕴含着 “仁者爱人”、 “天下

之人皆相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 等宝贵思想ꎬ 这与我们倡导的志愿

精神是相融相通的ꎮ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传统美德ꎬ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赋予志愿服务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ꎬ 激发人

们的向善热情ꎬ 激励人们的德行义举ꎮ
２. 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ꎮ 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ꎬ 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

作用ꎮ 这些年ꎬ 涌现出了郭明义、 庄仕华等

“当代雷锋”ꎬ 我们也宣传了一批道德模范、 最

美人物和身边好人ꎮ 这次推选的 “四个 １００”
典型ꎬ 也是志愿服务活动的先进代表ꎮ 这些先

进典型ꎬ 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雷锋精神、 传递

了人间真情ꎬ 为学雷锋志愿服务树立了标杆ꎮ
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他们的崇高品德和先进事

迹ꎬ 引导人们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ꎬ 更加主动

自觉地践行志愿精神、 投身志愿服务ꎮ
３. 着力培育志愿服务意识ꎮ 学雷锋志愿服

务能不能广泛开展起来、 始终坚持下去ꎬ 需要在

全社会形成更加自觉的志愿服务意识ꎮ 要通过

多种方式ꎬ 让 “有困难找志愿者、 有时间做志

愿者”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ꎮ 要把弘扬志愿精神

体现到市民公约、 乡规民约、 公民守则之中ꎬ 把

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ꎬ 推动人们在日常工作生

活中履行责任、 服务社会ꎬ 使参与志愿服务成为

一种时尚ꎬ 成为人们的生活态度、 生活方式和生

活习惯ꎮ 要推动志愿服务理念进学校、 进课堂、
进教材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要把培育志愿精神作为重要内容ꎬ 引

导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志愿服务意识ꎮ
４. 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ꎮ 要组织报刊、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兴媒体ꎬ 运用

新闻报道、 言论评论和微博、 微信、 微视、 微

电影等形式ꎬ 大力普及志愿服务知识ꎬ 推介志

愿服务经验ꎬ 宣传志愿服务先进事迹ꎮ 要发挥

精神文化产品感染熏陶的重要功能ꎬ 创作生产

一批讴歌志愿精神、 反映志愿事迹、 讲述志愿

故事的文艺作品ꎮ 要加大志愿服务主题公益广

告的制作刊播力度ꎬ 生动形象诠释志愿服务精

神ꎬ 传播志愿服务理念ꎮ
五、 切实加强对学雷锋志愿服务的组织

领导

志愿服务涉及面广ꎬ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

与ꎮ 要立足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实际ꎬ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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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ꎬ 加大社会资源整合

力度ꎬ 创新方式方法ꎬ 促进志愿服务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ꎮ
１. 加大组织推动力度ꎮ 志愿服务事业离不

开强有力的组织推动ꎮ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

明委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化等文件精神ꎬ 把志愿服务摆上重要位

置ꎬ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纳入 “十
三五” 规划ꎬ 明确任务、 抓好落实ꎮ 各级文明

委要强化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ꎬ 把志愿服务资

源有效整合起来ꎬ 明确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ꎬ
发挥各自优势ꎬ 相互密切配合ꎬ 形成强大合

力ꎮ 文明办要发挥好牵头协调作用ꎬ 加强与各

方面的沟通联系ꎬ 做好服务和联络工作ꎮ 要调

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ꎬ 支持引导各类志愿服务社会组织依法依规

开展活动ꎮ 要把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的成

效纳入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测评体

系ꎬ 加大考核权重ꎬ 用机制的力量推动学雷锋

志愿服务向纵深发展ꎮ
２. 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ꎮ 共产党员

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的具体体现ꎬ 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

措ꎬ 是巩固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实” 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载体ꎮ 要把

推进党员志愿服务与即将开展的 “学党章党

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紧密

结合起来ꎬ 引导广大党员在服务社会、 服务群

众中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ꎮ 在参与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中ꎬ 把共产党员的鲜明身份亮出

来ꎬ 让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响起来ꎬ 使共产党

员的良好形象树起来ꎮ
３. 完善志愿服务激励保障机制ꎮ 志愿服务

是公益服务ꎬ 需要志愿者具有奉献精神ꎬ 但同时

也需要给予必要的激励褒扬ꎮ 要积极探索建立

志愿服务嘉许制度ꎬ 对先进典型进行鼓励和嘉

奖ꎬ 给他们以应有的社会荣誉ꎮ 我们这次推选

“四个 １００” 典型ꎬ 就是鼓励先进、 褒奖善行ꎬ
引导人们向他们学习ꎮ 要健全志愿服务回馈制

度ꎬ 各地各部门可研究制定具体政策ꎬ 让优秀志

愿者在升学、 就业、 创业、 享受公共服务、 申请

城市入户等方面得到优待ꎮ 要通过政府拨款、 社

会捐赠等方式ꎬ 为注册志愿者购买必要的商业

保险ꎬ 保障志愿者和服务对象在志愿服务过程

中的人身财产权益ꎮ 要关心爱护优秀志愿者ꎬ 既

为他们发挥作用提供平台ꎬ 又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ꎬ 彰显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ꎮ 要积极构建

志愿服务法制保障体系ꎬ 通过立法对志愿服务

的管理体制、 活动运行、 权利义务、 队伍建设、
保障措施等重要方面作出规范ꎮ «志愿服务条

例» 出台后ꎬ 各地要结合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

彻落实ꎬ 推动制定或修订地方性法规ꎬ 为学雷锋

志愿服务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ꎮ
４. 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创新发展ꎮ 形势在

变化、 时代在进步ꎬ 学雷锋志愿服务要始终保

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ꎬ 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

待新需要ꎬ 就必须适应新形势、 立足新实践ꎬ
着力抓好志愿服务工作理念创新、 方法手段创

新和体制机制创新ꎬ 切实增强针对性实效性ꎮ
在抓好国内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ꎬ 还要

配合国家对外交往的需要ꎬ 着眼与各国人民的

友好往来ꎬ 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ꎬ 推动志愿

服务走出去ꎬ 充分发挥援外医疗队、 支教人

员、 留学生、 海外企业和使领馆人员的作用ꎬ
讲好中国故事ꎬ 热情提供服务ꎬ 宣介我国价值

理念ꎬ 树立中国良好形象ꎮ 要积极开展志愿服

务对外交流ꎬ 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我国港台地

区志愿服务的有益经验、 有效模式ꎬ 不断创新

发展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和实践ꎮ
学雷锋志愿服务事业光荣而崇高ꎮ 让我们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ꎬ 奋发有为、 真抓实干ꎬ 深入推进学雷锋志

愿服务ꎬ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 诚信互

助的良好风尚ꎬ 使我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不断迈向新境界ꎬ 为决胜全面小康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ꎮ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７ 号)

３１１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高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旗帜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５ 日)

黄坤明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ꎮ 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个用先进思想孕育催生、 用科学理

论指导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历来高度

重视科学理论对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ꎬ 始终把

思想理论建设作为立党兴党之本ꎬ 牢牢坚守、
不断加强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七一” 重要讲话

中指出ꎬ “９５ 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

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

务ꎬ 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

为自己的行动指南ꎬ 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

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必须高扬旗帜、 固本培

元ꎬ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 指

导实践ꎬ 为 “中华号” 巨轮破浪前行定好向、
掌好舵ꎮ

立党兴党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信仰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ꎮ 中国共产党自创

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

帜上ꎬ 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ꎮ 中国

共产党走过的 ９５ 年ꎬ 是在风云激荡中高擎马克

思主义伟大旗帜ꎬ 在披荆斩棘中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ꎬ 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９５
年ꎮ 回望近代中国ꎬ 面对山河破碎、 亡国灭种

的危局ꎬ 多少主义和主张一一出场ꎬ 又一一破

灭了ꎻ 多少道路和方式都探索了ꎬ 又都碰壁

了ꎮ 历经磨难和上下求索ꎬ 中国人民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ꎬ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ꎮ 马克思主义这

柄思想火炬熊熊燃起ꎬ 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

明ꎬ 给曾经屈辱的民族带来独立振兴的希望ꎮ
９５ 年来ꎬ 我们党以高度的自觉信仰马克思主

义ꎬ 以坚定不移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ꎬ 以科

学求实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使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大地根深叶茂、 坚如磐石ꎮ 正是因为在

革命、 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不动摇ꎬ 我们党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始终

把握正确方向ꎬ 使全党有了 “共同语言”ꎬ 铸

就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ꎬ 从而战胜了前进征途中的艰难险阻ꎬ 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ꎮ
在坚持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ꎬ 是中国共

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ꎮ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ꎬ 而

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ꎮ” 与时俱进是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品格ꎮ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ꎬ
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ꎬ 是人们观察和解

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ꎬ 如燧石

一般ꎬ “受到的敲打越厉害ꎬ 发射出的光辉就

越灿烂”ꎮ 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ꎮ
正如马克思、 恩格斯多次指出的ꎬ 他们的理论

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ꎻ 对他们理论中一般

原理的实际运用ꎬ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

史条件为转移”ꎮ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ꎬ 总是

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ꎬ 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ꎬ 不断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新的回

答ꎮ 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ꎬ “马克思主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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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而不是绝后”ꎮ 干革命、 搞建设ꎬ 老祖宗

那里没有现成的 “方子”ꎬ 要敢于谱写马克思

主义 “新篇章”ꎬ 敢于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的

“新版本”ꎬ 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活力ꎮ ９５
年的历史证明ꎬ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跨过一道又

一道难关ꎬ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ꎬ 使中国赶上

时代ꎬ 使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ꎬ
关键就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ꎬ 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ꎬ 形成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开

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ꎮ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ꎬ 理论武装就跟进一

步ꎮ ９５ 年来ꎬ 我们党坚持不懈用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武装全党ꎬ 以思想理论建设引领党的组

织、 作风、 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各方面建设ꎬ 使

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

性、 富于创造性ꎮ 比如ꎬ 建党早期ꎬ 针对农民

党员占绝大多数、 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参差不

齐的状况ꎬ 毛泽东同志强调ꎬ 保持党和党员的

先进性ꎬ 根本途径是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ꎬ 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ꎬ 使每一名党

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ꎬ 更要首先在思想上入

党ꎮ 延安时期ꎬ 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ꎬ 从思

想上、 组织上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ꎬ 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ꎬ 创造性

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ꎬ 推动开展社会主义建

设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在全党先后兴起学习贯彻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高

潮ꎬ 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得到普遍的、 深刻的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教育ꎬ 全党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ꎬ 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ꎬ 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ꎬ 提供了

科学思想指导、 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ꎮ 历史昭

示我们ꎬ 有了先进理论的指导ꎬ 有了用先进理

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ꎬ 我们的党、 我

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就会永远立于不败

之地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抚今追昔、 鉴往知来ꎮ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

认识到: 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ꎬ 现在先进

不等于永远先进ꎻ 党面临的 “赶考” 远未结

束ꎬ 追梦圆梦仍然在路上ꎮ 当前ꎬ 面对新的历

史使命ꎬ 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ꎬ 形势环境变化之快、 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之重、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 对我们党

治国理政能力考验之大ꎬ 都是前所未有的ꎮ 党

所处的历史方位、 执政条件发生深刻变化ꎬ 党

员队伍结构、 思想状况发生深刻变化ꎬ 如何有

效应对 “四大考验”、 更好战胜 “四种危险”ꎬ
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ꎮ

高擎思想旗帜ꎬ 全党才知所趋赴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

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

题ꎬ 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
苦干实干ꎬ 不断开辟治国理政新境界ꎬ 开创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我们

党勇于实践、 善于创新ꎬ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ꎬ 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ꎬ 创造性地发展了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

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ꎬ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全面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ꎬ 提供了科学理论

指导和行动指南ꎮ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集

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ꎮ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统筹推进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ꎬ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ꎬ 新发展理念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一带

一路”ꎬ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等等ꎬ 这些都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基础性、 标志性的重要思想、 重大

战略ꎬ 是构成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 “四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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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ꎬ 为我们向新的奋斗目标前进提供了基本

遵循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

所以能开新局、 谱新篇ꎬ 根本就在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ꎬ 根本就在于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导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ꎬ 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ꎬ 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ꎮ 在政治意义

上ꎬ 对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

族复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长远问题、 战略问

题ꎬ 作出了深入、 透彻的回答ꎬ 集中体现了全

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ꎬ 是我们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前进的政治宣言ꎮ 在理

论意义上ꎬ 既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

则ꎬ 又紧紧围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生动实践ꎬ 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又

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ꎬ 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识ꎬ 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

进到新的阶段ꎮ 在实践意义上ꎬ 坚持目标导向

和问题导向相统一ꎬ 以深邃的战略思维、 辩证

思维、 创新思维、 底线思维ꎬ 提出了一整套具

有战略性、 前瞻性、 针对性的新思路新举措ꎬ
为我们破解发展难题、 赢得发展主动和优势指

明了前进方向ꎮ 在世界意义上ꎬ 立足国情、 面

向世界ꎬ 为解决中国问题、 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了独特的中国智慧ꎬ 是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

的中国方案、 社会主义方案ꎮ
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 “铸魂” 工程、 “固
本” 工程ꎬ 必须深入推进、 常抓不懈ꎬ 不断提

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ꎬ 使我们党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ꎮ
中国共产党人的 “魂” 和 “本”ꎬ 就是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信念ꎮ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ꎬ 践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ꎬ 要做到虔诚而执

着、 至信而深厚ꎬ 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不躁ꎬ
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ꎬ 矢志不渝为推

动社会进步、 实现美好理想而奋斗ꎮ 实现共产

主义理想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ꎬ 要靠一

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才能

实现ꎮ 每一名共产党员ꎬ 都要保持对理想信念

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ꎬ 既胸怀理想又脚踏实

地ꎬ 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ꎬ 始终保持那么一股

劲ꎬ 那么一股革命热情ꎬ 那么一种拼命精神ꎬ
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ꎮ

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ꎬ 来自理论上的清醒

透彻ꎮ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ꎬ 要炼就 “金刚

不坏之身”ꎬ 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ꎬ 不断

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

央着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ꎬ 牢牢抓住思

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ꎬ 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

教育相结合ꎬ 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等ꎬ 夯基垒台、 立柱架梁ꎬ 用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凝聚理想信念之魂、 筑牢理论武装

之基ꎮ 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

学发展观ꎬ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ꎬ 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ꎬ 是共产党员的必修课ꎮ 要把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思想理论

建设的重中之重ꎬ 系统掌握、 自觉运用贯穿其

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ꎬ 做到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ꎮ 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ꎬ 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ꎬ 切实

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转化为提升能力、 凝聚力

量、 推动工作的正能量ꎮ
理论重在指导实践ꎬ 学习贵在实际运用ꎮ

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创新成果ꎬ 要弘扬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ꎬ 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实际ꎬ 紧

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ꎬ 更好地把科学理

论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ꎬ 转化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ꎮ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ꎮ 要强化问题意识问题导

向ꎬ 坚持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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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ꎬ 推动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ꎬ 用中国话

语解读中国道路ꎬ 切实破解改革发展的难点问

题、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ꎬ 在攻坚克难中

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ꎮ
“自信人生二百年ꎬ 会当水击三千里”ꎮ 走

过 ９５ 年非凡历程的中国共产党ꎬ 朝气蓬勃、 慷

慨前行ꎮ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ꎬ 中华民族迎来了

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ꎮ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ꎬ 高扬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旗帜ꎬ 不断坚定道路自

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ꎬ 戮力同

心、 开拓进取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５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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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黄坤明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ꎬ 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三
农”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ꎬ 总结交流经验ꎬ 研究

部署任务ꎬ 坚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以乡

风民风美起来、 人居环境美起来、 文化生活美

起来为目标ꎬ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

发展ꎮ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ꎬ 每年召开会议作出专门部署ꎮ 去

年 ８ 月ꎬ 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了全国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ꎬ 强调要牢牢把握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任务ꎬ
突出美丽乡村建设主题ꎬ 努力实现乡风民风、
人居环境、 文化生活 “三个美起来”ꎬ 以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扮靓美丽乡村、 美丽中

国ꎬ 明确了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ꎮ
今年会议在黑龙江召开ꎬ 也具有重要意

义ꎮ 黑龙江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ꎬ 也是农业大

省和粮食主产区ꎮ 近年来ꎬ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特别是考察黑龙江时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ꎬ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重要

指示ꎬ 抓住国家实施松嫩、 三江两大平原现代

农业综合配套改革的契机ꎬ 坚持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主题ꎬ 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取得

明显成效ꎮ 刚才ꎬ 建盛同志代表省委发表了热

情的致辞ꎬ 效廉同志介绍了黑龙江省 “四个

新” 的经验: 一是以新理念引领农村新发展ꎬ
指导美丽乡村建设ꎮ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农村新风尚ꎬ 提升美的内涵ꎮ 三是以问

题为导向建设农村新家园ꎬ 打造美的环境ꎮ 四

是以创建为基础让农民共享新生活ꎬ 播洒美的

文化ꎮ 我感到ꎬ 这 “四个新” 和其他各位同志

介绍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ꎬ 很实在、 很有亮

点ꎬ 集中体现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基本要求ꎬ 集

中反映了建设美丽乡村的进展成效ꎬ 是推进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ꎮ 与会同志还将实

地参观考察哈尔滨市方正县、 宾县美丽乡村建

设的做法ꎮ 希望各地认真学习借鉴ꎬ 并结合本

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

农”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切实增强做好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感

重农固本ꎬ 是安民之基ꎮ 我们党自成立之

日起ꎬ 就高度重视农村农民问题ꎮ 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ꎬ 我们党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ꎬ 把

工作重心放在农村ꎬ 实行土地革命、 武装斗

争、 根据地建设相结合ꎬ 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

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革命规律的正

确道路ꎬ 建立了新中国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ꎬ 我们党坚持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ꎬ 正确

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 农业的关系ꎬ 制定农业

发展纲要ꎬ 使农业成为工业化的坚实基础ꎬ 为

当代中国发展筑牢了根基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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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来ꎬ 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起步ꎬ 以家庭承

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ꎬ 成

为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成果ꎬ 成为我们党农村

政策的重要基石ꎮ ３０ 多年来ꎬ 农村改革的生动

实践ꎬ 推动我国农业生产、 农民生活、 农村面

貌发生历史性变化ꎬ 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

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ꎬ 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 保持社会大局

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农业、 农村、 农民问题ꎬ 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中之重ꎬ 提出了一系

列富有创见的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ꎮ 关于

“三农” 工作的重要性ꎬ 强调中国要强ꎬ 农业

必须强ꎻ 中国要美ꎬ 农村必须美ꎻ 中国要富ꎬ
农民必须富ꎮ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 忘记

农民、 淡漠农村ꎮ 即使城镇化率达到 ７０％ꎬ 仍

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ꎮ 关于 “三农” 工作

的基本原则ꎬ 强调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

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ꎬ 深化城乡统

筹ꎬ 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ꎬ 把 “三农” 工作

牢牢抓住、 紧紧抓好ꎬ 不断抓出新的成效ꎮ 关

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ꎬ 强调要推进城乡公共

资源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ꎬ 全面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ꎬ 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

美丽宜居乡村ꎮ 要体现农村特点ꎬ 遵循乡村自

身发展规律ꎬ 补农村短板ꎬ 扬农村长处ꎬ 注意

乡土味道ꎬ 保留乡村风貌ꎬ 留住田园乡愁ꎮ 农

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 留守的农村、 记忆中

的故园ꎮ 关于提高农民素质ꎬ 强调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ꎬ 说到底关键在人ꎮ 提高农民ꎬ 就要提

高农民素质ꎬ 培养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的

新型农民ꎮ 要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

项重大战略ꎬ 以吸引年轻人务农、 培育职业农

民为重点ꎬ 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ꎬ 形成一支

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ꎮ 关于加强农村社

会治理ꎬ 强调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

方向ꎬ 树立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理念ꎬ 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 农村

社会安定有序ꎮ 要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ꎬ 确

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ꎬ 及时反映和协调农民各

方面利益诉求ꎬ 处理好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ꎬ
从源头上预防、 减少社会矛盾ꎮ 习近平总书记

的这些重要论述ꎬ 与我们党加强和改进农村工

作的决策部署一脉相承、 一以贯之ꎬ 充分体现

了我们党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的坚定品格ꎬ 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历史担当、 真挚

的为民情怀、 务实的思想作风ꎬ 为我们做好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重要

遵循ꎮ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ꎬ 深入贯彻

落实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 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ꎬ 十分重要、 非常紧迫ꎮ 从实现

农业现代化角度看ꎬ 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目标ꎬ 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化

的发展理念、 科学技术、 管理方式以及生产经

营队伍作支撑ꎬ 迫切需要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ꎬ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 推动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提供精神动力、 智力支持

和文化条件ꎮ 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角度看ꎬ
改革越是深化ꎬ 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ꎬ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ꎬ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ꎬ 特别是农村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ꎬ 迫切

需要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为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凝聚共识、 增强信心ꎬ 为农村改革发

展稳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ꎮ 从提高农民素质

角度看ꎬ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ꎬ 受市场经济负

面因素影响ꎬ 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

主义的思想观念还不时侵蚀人们的心灵ꎬ 农民

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需

进一步提升ꎬ 迫切需要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ꎬ 大力培育有新理念、 新思想、 新知识、
新技能的新型农民ꎬ 促进农村文明程度的不断

提高ꎮ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建设美丽乡村、 深化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ꎬ 努力做到认识

到位、 行动自觉、 成效实在ꎮ 在思想认识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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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放在推动农村

改革发展、 实现全面小康的大局中来思考ꎬ 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ꎮ 在具体行动上ꎬ 要

牢记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ꎬ 建设千千万万

个美丽乡村ꎬ 让广大乡村各美其美、 美美与

共ꎬ 帮助亿万农民群众享有乡风民风美、 人居

环境美、 文化生活美的生活ꎬ 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ꎮ 要有锐意进取的精气神ꎬ 以干为先ꎬ
让实干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不忘初心、 继

续前进” 的生动体现ꎮ 在实际效果上ꎬ 要牢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ꎬ 把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贯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和各

环节ꎬ 充分考虑农民的内心向往和意愿要求ꎬ
从农民最迫切最需要的事情做起ꎬ 尊重农民主

体地位ꎬ 把农民满意不满意、 答应不答应、 赞

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检验工作成效

的根本标准ꎮ
二、 坚持围绕美丽乡村主题深化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ꎬ 进一步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特别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重要

论断ꎬ 贯彻落实奇葆同志 ２０１５ 年湖州会议重要

讲话精神ꎬ 各地各有关部门紧紧围绕美丽乡村

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做了大量工作ꎬ
取得了积极成效ꎮ 一是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

视程度进一步提高ꎮ 从贯彻落实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新发展理念的高度ꎬ 从推动农村实

现全面小康、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ꎬ 将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

局ꎬ 与 “十三五” 规划相结合ꎬ 统筹谋划、 扎

实推进ꎮ 二是工作目标更加明确ꎮ 立足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ꎬ 紧紧抓住关键环节ꎬ 明确工

作职责ꎬ 完善政策措施ꎬ 增加资金投入ꎬ 加强

督导考核ꎬ 努力推动农村乡风民风美起来、 人

居环境美起来、 文化生活美起来ꎮ 三是更加注

重改善民生ꎬ 回应群众关切ꎬ 多办好事实事ꎬ
农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更高满意度ꎮ 特别

是去年与会的 ３２ 个县 (市、 区、 旗)ꎬ 创造了

不少好做法好经验ꎬ 发挥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排

头兵作用ꎮ
同时ꎬ 要清醒地看到ꎬ 美丽乡村建设仍然

面临不少困难ꎬ 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ꎮ 比如ꎬ 一些地方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力度不大ꎬ 效果不够理想ꎬ 有的只是

挂挂标语ꎬ 入脑入心、 融入生产生活的结合点

和载体抓得不够ꎻ 比如ꎬ 一些地方农村基础设

施陈旧落后ꎬ 虽然路修通了ꎬ 但垃圾收集、 污

水处理、 厕所改造依然是个难题ꎬ 有的地方甚

至出现城市垃圾向农村地区转移、 跨地区倾倒

的现象ꎻ 比如ꎬ 一些地方农村面源污染、 土壤

污染、 饮水安全等问题还比较严重ꎬ 乡村仍然

是环保的短板ꎻ 比如ꎬ 一些地方农村管理缺

失ꎬ 不良风气滋长蔓延ꎬ 婚丧事大操大办成为

农民群众精神和物质负担ꎬ 非法宗教、 封建迷

信、 黄赌毒等问题还比较突出ꎬ 等等ꎮ 对此ꎬ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ꎬ 坚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

题ꎬ 坚持民风、 环境、 文化三方用力ꎬ 加大工

作力度ꎬ 创新方式方法ꎬ 切实有效地加以解

决ꎮ 在乡风民风上ꎬ 要坚持破立并举、 以立为

本ꎬ 着力培育新型农民、 培育优良家风、 培育

新乡贤文化ꎬ 加强移风易俗ꎬ 既要遏制农村陈

规陋习ꎬ 也要遏制不切实际的时髦消费ꎬ 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ꎮ 在人居

环境上ꎬ 要坚持规划先行、 建管并重ꎬ 加大农

村环境综合治理力度ꎬ 整治脏乱差ꎬ 加强环境

保护ꎬ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 宜居宜业宜游的美

丽家园ꎮ 在文化生活上ꎬ 要坚持以文化人、 以

文育人ꎬ 大力推动农村文化繁荣ꎬ 加快构建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特别是要推进贫困地区

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ꎬ 加大优

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ꎬ 保护好农耕文化乡土

文化ꎬ 努力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ꎮ 要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ꎬ 增强针对性ꎬ 细

化工作项目ꎬ 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１.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是美丽

乡村建设的根本任务ꎮ 要结合农村特点ꎬ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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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多种方式ꎬ 利用各种时机场合ꎬ 形成好的

生活情景和育人氛围ꎬ 着力在贯穿结合融入、
落细落小落实上下更大功夫ꎬ 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农村根深叶茂、 开花结果ꎮ 要运用农

村基层的各类宣传载体和文化阵地ꎬ 运用思想

鲜明、 接地气的公益广告ꎬ 具体生动地宣传普

及核心价值观ꎬ 营造浓厚社会氛围ꎬ 使广大农

民在耳濡目染中加深理解ꎬ 内化于心、 外化于

行ꎮ 要把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融入民间文化、 地

方戏曲、 乡间小调、 农村广场文化、 网络文化

作品等文化活动中ꎬ 做到潜移默化、 润物无

声ꎬ 形象生动地传播社会正能量ꎮ 要注重与农

村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 与农民群众的生活

习俗和审美情趣相结合ꎬ 注入地域气息和特色

元素ꎬ 充分运用年画、 剪纸、 泥塑、 墙绘等多

种文化样式和表现形式ꎬ 让广大农民群众喜闻

乐见、 易记易行ꎮ 要注重树立典型ꎬ 在身边好

人、 十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中ꎬ 全方位全过

程体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ꎬ 这是最重要、 最有

效的ꎮ
２. 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ꎮ 建设美丽乡村ꎬ 必须培养新型农民ꎮ 要深

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ꎬ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ꎬ 多

用典型案例、 真实故事、 准确数字和群众的语

言ꎬ 向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宣传党

的 “三农” 政策ꎬ 进一步统一思想、 振奋精

神ꎬ 不断增强农村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

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ꎬ 增强干部群众的

获得感ꎮ 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ꎬ 培养农民群众

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ꎬ 使法治成为根植于农

民群众内心的向往ꎬ 培养办事依法、 遇事找

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ꎮ 要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ꎬ 以在乡青年为主要对象ꎬ
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ꎬ 使其成为农民脱贫致

富的带头人ꎮ 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 农技推广

人员、 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群体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大显身手、 建功立业ꎮ
３. 扎实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ꎮ 目前ꎬ 我

国大约有 ２ ４ 亿户农村家庭ꎬ 这是美丽乡村建

设的重要力量和依托ꎮ 要坚持注重家庭、 注重

家教、 注重家风ꎬ 运用 “十星级文明户” “最
美家庭” 等载体ꎬ 结合农民家庭重人情、 爱面

子的特点ꎬ 激发农民荣誉感和上进心ꎮ 要汲取

中华优秀传统 “家” 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

髓ꎬ 传承家和万事兴、 忠厚传家久、 百善孝为

先等观念ꎬ 引导农民群众传家训立家规扬家

风ꎬ 让勤俭、 孝敬、 诚信、 善良、 宽容等美德

在家庭里生根、 在亲情中升华ꎬ 让好的家风支

撑起好的村风民风ꎮ 要适应农村家庭结构、 功

能、 观念、 生活方式的变化ꎬ 关注农民群众对

家庭文明的新期待ꎬ 营造敦亲睦邻、 耕读传

家、 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等融洽祥和的生活场

景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亲人相亲相爱ꎬ 促进

下一代健康成长ꎬ 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ꎮ 今年

年底前ꎬ 中央文明委将评选表彰第一届全国文

明家庭ꎬ 推动全社会更加重视家庭文明建设ꎬ
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厚植发展

基础ꎮ
４. 切实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ꎮ 美丽乡

村ꎬ 美在风尚、 美在风气、 美在风俗ꎮ 要坚持

问题导向ꎬ 针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人情债等

陈规陋习ꎬ 采取有力举措开展移风易俗ꎬ 促进

农村形成崇德向善之风、 勤俭节约之风、 文明

健康之风ꎮ 要引导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从我做

起、 从现在做起、 从点滴做起ꎬ 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 价值观和婚姻观ꎬ 养成良好生活方式和

生活习惯ꎬ 自觉抵制奢侈浪费、 炫富斗富、 盲

目攀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ꎮ 要把村规民约建设

作为主要抓手ꎬ 推动农村进一步修订完善村规

民约ꎬ 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承受能力ꎬ 合

理划定红白喜事消费标准、 办事规模等ꎬ 使农

民群众内心有尺度、 行为有准则ꎬ 推动形成勤

俭节约、 简办婚丧的新习俗ꎮ 要以村民议事

会、 道德评议会、 禁赌禁毒会、 红白理事会等

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依托ꎬ 发动农民群众对陈规

陋习进行评议ꎬ 引导农民群众自我教育、 自我

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提高ꎮ 要发挥新乡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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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示范引领作用ꎬ 大力培育新乡贤文化ꎬ 重点

引导农村党员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改

旧俗、 破陋习ꎬ 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ꎬ
涵育新风ꎮ

５. 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ꎮ 治理农村垃

圾ꎬ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ꎬ 是广大农民

群众的迫切愿望ꎮ 去年以来ꎬ 住建部会同中央

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等 １０ 部门制定出台指导意

见、 验收办法ꎬ 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ꎮ
今年 ７ 月ꎬ 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会议ꎬ 专

题研究进一步加强农村垃圾治理工作ꎮ 近期ꎬ
国务院还要召开会议作出部署ꎮ 各地文明办要

高度重视这项工作ꎬ 积极配合住建、 发改等部

门ꎬ 切实破解农村垃圾乱倒、 垃圾围村、 垃圾

成灾等问题ꎬ 补齐农村环境治理的短板ꎮ 要因

地制宜、 分类施策、 务求实效ꎬ 对于经济条件

较好、 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ꎬ 要建立推广农村

垃圾 “户分类、 村收集、 乡 (镇) 运输、 县处

理” 的模式ꎬ 推进城乡环卫工作一体化ꎬ 做好

生活垃圾资源化、 减量化处理ꎮ 对于贫困地区

和交通不便的山区、 偏远地区ꎬ 要积极探索小

型、 分散的垃圾收集、 处理模式ꎮ 同时ꎬ 要建

立村庄保洁制度ꎬ 通过与村民签订门前三包责

任书、 配置保洁员等方式ꎬ 不断提升村民清洁

卫生意识ꎬ 逐步建立长效常态保洁机制ꎮ 要开

展农村垃圾集中连片整治ꎬ 做好死角盲区和公

路、 铁路、 江河湖渠沿边沿线环境治理ꎬ 制定

完善以奖促治政策ꎬ 形成连片整治态势ꎬ 为农

民群众创造干净整洁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ꎮ
６. 做好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ꎮ 建设美丽乡村ꎬ 必须创造农村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条件ꎮ 我国现有 ２ ９９ 亿未成年人ꎬ
绝大部分是在乡镇农村ꎬ 其中包括 ６０００ 多万留

守儿童ꎮ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十分关爱农村未

成年人ꎬ “十二五” 期间ꎬ 利用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ꎬ 支持各地建

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１ ２ 万所ꎬ 示范带动各地自

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２ 万余所ꎬ “十三五” 时期

将继续实施这个项目ꎮ 要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与落实脱贫攻坚任务相结合、 与加强社会资

源整合相结合、 与构建校外活动场所网络相结

合ꎬ 努力形成科学合理的农村未成年人综合素

质培养阵地布局ꎮ 要突出抓好项目学校校长业

务培训、 配好设施器材、 组建辅导员队伍、 丰

富活动内容、 管理好项目资金等重点环节ꎬ 改

善农村学校软硬件ꎬ 为提升农村未成年人综合

素质创造良好条件ꎮ 要不断完善分工负责、 协

调配合的组织领导体系ꎬ 健全完善项目建设的

制度机制ꎬ 强化项目动态管理ꎬ 切实把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ꎮ
三、 着眼落实 “十三五” 规划ꎬ 进一步增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感

“十三五” 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ꎬ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全面部署ꎬ 对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提出明确要求ꎮ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

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要与 “十三五” 规划相

一致、 相衔接ꎬ 明确目标、 有序推进ꎮ 我们提

出ꎬ 要经过五年的努力ꎬ 使全国 ５０％以上的村

和乡镇达到县级及县级以上文明村镇的标准ꎬ
这 “两个 ５０％” 是 “十三五” 时期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奋斗目标ꎬ 是衡量美丽乡村建设成效

的重要指标ꎬ 要坚持抓住不放ꎮ 实现这个目

标ꎬ 要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
１. 做好宏观规划ꎬ 加强顶层设计ꎮ 这是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前提ꎬ 也是确保如期实

现文明村镇 “两个 ５０％” 目标的重要基础ꎮ 从

目前情况看ꎬ 全国县级及县级以上文明村和文

明乡镇的占比分别为 ２０ ６％和 ３１ ９％ꎬ 离 ５０％
的目标任务还有较大差距ꎮ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

看ꎬ 东中西部也不均衡ꎬ 东部地区 １１ 个省

(市) 的文明村和文明乡镇总体占比约为

３４ ９％ꎬ 西部地区 １２ 个省 (区、 市) 约为

１８ ８％ꎬ 中部地区 ８ 个省约为 １０％ꎬ 还有个别

省的比例在 １０％以下ꎮ 这些数据表明ꎬ 如期实

现 “两个 ５０％” 目标ꎬ 任务艰巨ꎬ 压力很大ꎮ
各地要变压力为动力ꎬ 紧密联系本地创建工作

实际ꎬ 研究制定文明村镇五年创建规划ꎬ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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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年度的路线图、 时间表、 任务书ꎬ 分级

负责ꎬ 层层传导压力ꎬ 定期督导落实ꎬ 形成梯

次推进的良好局面ꎮ 要研究出台政策措施ꎬ 增

强吸引力影响力ꎬ 鼓励有工作基础、 有发展潜

力的村镇早日跨入文明村镇行列ꎮ 东部地区要

继续发挥优势、 自我加压ꎬ 积累经验、 提档升

级ꎬ 推动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向更高目标迈进ꎮ
中部地区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ꎬ 奋起直

追ꎬ 缩小差距ꎬ 争取迎头赶上ꎮ 西部地区要稳

扎稳打ꎬ 既重数量更重质量ꎬ 继续保持良好发

展态势ꎮ
２. 创建文明村镇ꎬ 多办好事实事ꎮ 农民群

众最实在ꎬ 也最讲实际ꎮ 创建文明村镇要顺应

农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ꎬ 与改善民

生紧密结合起来ꎬ 维护好实现好广大农民的基

本权益ꎮ 要坚持硬件、 软件一起抓ꎬ 以镇为龙

头、 以村为基础、 以户为抓手ꎬ 广泛开展星级

文明户、 文明生态村、 文明小城镇等创建活

动ꎬ 不断深化内涵ꎬ 不断拓展形式ꎬ 从具体事

情抓起ꎬ 使创建的过程真正成为解难题、 办实

事的过程ꎬ 成为农民群众得实惠的过程ꎮ 要突

出诚信建设ꎬ 大力实施农村道德信贷工程ꎬ 大

力倡导 “文明有价、 诚信是金” 的为人处事理

念ꎬ 让广大农民看到讲文明、 守诚信才能过上

好生活ꎬ 培养农民守信用讲诚信的行为准则ꎮ
要突出志愿服务ꎬ 以农村社区为依托ꎬ 以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 留守老人为重点ꎬ
以家政服务、 文体活动、 心理疏导、 医疗保

健、 法律服务等为主要内容ꎬ 广泛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ꎬ 营造相互关爱、 互帮互助的良好风

尚ꎮ 要将文明村镇创建与发展农村卫生、 教

育、 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联动起来ꎬ 发挥综合

效应ꎮ 要紧紧围绕 “三个美起来” 的目标任

务ꎬ 进一步修订完善文明村镇测评体系ꎬ 树立

鲜明的工作导向ꎮ
３. 围绕城乡一体ꎬ 抓好统筹协调ꎮ 这是推

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ꎬ 也

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必

然要求ꎮ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有大改观ꎬ 就要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

针ꎬ 加大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力度ꎬ 形成城乡

共同发展新格局ꎮ 要牢固树立文明城市带好

头、 作示范的理念ꎬ 进一步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ꎬ 注重不同区域创建工作的平衡度ꎬ 注重

创建工作的覆盖面ꎬ 注重城市和农村创建相协

调ꎬ 做到重心下移ꎬ 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

延伸、 公共服务产品向农村覆盖、 城市现代文

明向农村辐射ꎬ 打造全域化的美丽城乡ꎮ 要广

泛开展军警民共建、 党政机关 “包点” 共建等

多种形式的结对活动ꎬ 既重物质帮扶更重精神

帮扶ꎬ 既重 “输血” 更重 “造血”ꎬ 实现结对

双向共赢ꎮ 要整合以城带乡的资源力量ꎬ 发挥

好文明单位、 工商企业以及新经济组织、 新社

会组织的作用ꎬ 加强宣传动员ꎬ 出台优惠政

策ꎬ 提供便利条件ꎬ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

建设ꎮ
４. 结合脱贫攻坚ꎬ 确保创建效果ꎮ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ꎬ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

区ꎮ 我国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 攻坚拔寨

的冲刺期ꎬ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ꎬ 必须与脱贫攻

坚紧密结合ꎮ 要坚持扶贫先扶智ꎬ 在贫困地区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扶贫济困传统美

德ꎬ 引导农民克服等靠要思想ꎬ 自力更生、 艰

苦奋斗ꎬ 靠自己勤劳双手实现脱贫梦想ꎮ 要动

员各方面资源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有效对

接ꎬ 综合运用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科技扶贫

等多种方式ꎬ 把贫困群众迫切需要的服务送到

老百姓手里ꎬ 有效提高贫困群众改变生活、 创

造财富的能力ꎮ 要找准短板、 反弹琵琶ꎬ 发挥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作用ꎬ 加快贫困地区

脱贫进程ꎬ 缩小发展差距ꎬ 实现跨越式发展ꎬ
打赢脱贫攻坚战ꎮ

四、 以县域为重点整体推进ꎬ 进一步增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ꎬ
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ꎬ 是发展经

济、 保障民生、 维护稳定、 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基础ꎮ 县一级是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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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ꎬ 也是以美丽乡村

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动力ꎮ 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扭住不放ꎬ 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就成功一半ꎮ 全面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ꎬ 县一级要主动作为、 积极创新ꎬ 加强整体

谋划ꎬ 做好统筹协调ꎬ 激活村镇创建力量ꎬ 实

现县域 “两个文明” 建设齐头并进ꎮ
１. 动员各方资源ꎮ 当前ꎬ 传统 “三农”

正在向规模化、 集约化、 社会化的 “新三农”
“大三农” 转变ꎬ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ꎮ 县一级

要有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ꎬ 充分吸引、 整合、
利用各方资源和力量ꎬ 同向而行、 互促互进ꎬ
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ꎮ 要顺应绿色消费和文

化消费兴起的趋势ꎬ 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ꎬ 充分利用农村山水

资源、 田园景观、 地域文化和人文传统ꎬ 把

“农家乐” 休闲旅游培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村生态的新产业ꎮ 要充分运用 “互联

网＋”ꎬ抓住互联网企业向农村布局的有利契机ꎬ
更好地运用社会资本ꎬ 让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 提高收入ꎮ 要将新型城镇化、 新农村

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ꎬ 努力形成

政府投入、 农民和集体投入、 社会力量支持的

多元格局ꎮ 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ꎬ 尊重群众首

创精神ꎬ 通过项目带动、 工程联动、 以奖代补

等多种方式ꎬ 调动农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

极性主动性ꎬ 用勤劳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建设

美丽家园ꎮ
２. 坚持因地制宜ꎮ 目前ꎬ 全国共有 ２８００

多个县 (区)ꎬ 经济条件、 地域特征、 资源环

境、 人文禀赋等各不相同ꎮ 县一级要体现县域

发展特色ꎬ 注重城乡融合ꎬ 打造与大城市差异

化的工作生活环境ꎬ 培育小而精、 小而富、 小

而美的新型县域样式ꎮ 对于经济强县ꎬ 要更加

注重均衡发展、 全面发展、 补齐短板ꎬ 不能以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跛脚” 进入全面小康ꎮ
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县ꎬ 要认清特点、 挖掘优

势ꎬ 在谋划发展特色经济的同时ꎬ 形成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特色ꎮ 对于经济弱县ꎬ 要依据不

同乡村的产业、 文化、 生活、 环境特点ꎬ 打造

具有历史记忆、 地域特色、 民族味道的美丽乡

村ꎬ 形成一村一品、 一村一业、 一村一韵、 一

村一景ꎬ 让美丽县域既有颜值、 更有气质ꎮ
３. 发挥文化育人作用ꎮ 文化育人、 文化惠

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要针对农村文

化吸引力不够、 精神生活贫乏的问题ꎬ 坚持把

“送文化” 和 “种文化” 匹配起来ꎬ 结合 “深
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ꎬ 运用 “三
下乡” “送欢乐下基层” “结对子、 种文化”
等平台载体ꎬ 促进县域文化资源向农村流动ꎬ
增强农村文化自我发展能力ꎬ 努力为农民群众

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ꎮ 要以标

准化、 均等化为主线ꎬ 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ꎬ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ꎬ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ꎬ 让农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ꎮ 要大

力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ꎬ 整合基

层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 科学普及、 体育健身

等功能ꎬ 把文化惠民项目与农民群众文化需求

对接起来ꎬ 提高利用率ꎬ 实现更好的社会效

益ꎮ 要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让

春节、 元宵、 清明、 端午、 七夕、 中秋、 重阳

等传统节日活起来、 动起来ꎬ 丰富农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ꎬ 成风化人、 以文育人ꎮ
去年ꎬ ３２ 个县 (市、 区、 旗) 委书记参加

了浙江湖州会议ꎬ 今年我们又请各省推荐了 ３２
个县ꎬ 明年还将继续遴选一批ꎬ 力争通过三年

时间ꎬ 在全国打造 １００ 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ꎮ
“十三五” 期间ꎬ 这 １００ 个县都要实现 ８０％左

右的村镇达到县级及县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ꎮ
这个任务很艰巨ꎬ 也很光荣ꎬ 请大家率先垂

范、 积极努力ꎬ 为全国县域走出一条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美丽乡村和农民生活共

同提升的成功之路ꎮ
五、 各负其责、 形成合力ꎬ 努力开创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ꎬ 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涉及农村政治、 经

济、 文化、 社会和生态建设多个领域ꎬ 需要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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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努力、 强力推进ꎬ 确保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迈上新台阶ꎮ
１.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ꎮ 要从全局和战略的

高度ꎬ 充分认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事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ꎬ 是事关农民切身利

益的民心工程ꎬ 切实摆上重要位置ꎬ 进一步健

全 “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群齐抓共管、 文明委

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共同参

与” 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ꎮ 中央文明委各成

员单位特别是涉农部门ꎬ 要发挥各自职能优

势ꎬ 各负其责、 加强协作ꎮ 各地文明办要发挥

联络、 协调、 督促、 服务的作用ꎬ 调动文明委

成员单位积极性ꎬ 推动形成各方共建美丽乡村

的工作格局ꎮ 县、 乡镇党委政府要担负起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ꎬ 加强一线队伍建

设ꎬ 确保事有人干、 责有人担ꎮ 要注重发挥县

乡退休干部熟悉农村工作的特长ꎬ 帮助查漏补

缺、 出谋划策、 提出建议ꎬ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水平不断提升ꎮ
２. 久久为功抓好落实ꎮ 要从现有资源条件

出发ꎬ 找准工作着力点和农民群众需求点ꎬ 把

“三个美起来” 的目标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ꎬ
通过项目化运作ꎬ 虚功实做ꎬ 抓好各项工作的

实施ꎮ 要发扬 “钉钉子” 精神ꎬ 贵在坚持、 重

在积累ꎬ 锲而不舍、 常抓不懈ꎮ 要大力弘扬求

真务实作风ꎬ 坚持眼睛向下、 脚踏实地ꎬ 推动

各项工作上下贯通、 左右联动、 落到实处ꎮ
３. 努力提高工作实效ꎮ 要增强改革创新精

神ꎬ 适应社会变化ꎬ 着眼群众需求ꎬ 鼓励基层

创造ꎬ 不断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形

式、 方式方法、 渠道载体ꎬ 提高工作针对性和

有效性ꎮ 要运用分众化、 对象化的方式ꎬ 设计

有特色、 接地气、 顺民意的活动载体ꎬ 搭建群

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平台ꎬ 使工作更加贴

近群众需求、 更加富有成效ꎮ
４.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ꎮ 各级各类新闻媒

体ꎬ 要加强专题策划ꎬ 运用新闻报道、 言论评

论、 互动交流、 公益广告等形式ꎬ 广泛宣传美

丽乡村建设的典型代表和成功经验ꎮ 中央和地

方新闻网站ꎬ 要加大网上宣传力度ꎬ 通过微

博、 微信、 微视、 微电影和手机客户端等方

式ꎬ 开展立体化、 互动式宣传ꎮ 要运用宣传橱

窗、 文化墙、 农村文化广场、 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 乡镇综合文化站等阵地ꎬ 宣传美丽

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和生动事例ꎬ 激发广大农

民参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ꎮ
同志们ꎬ 新的形势赋予新的使命ꎬ 新的使

命需要新的担当ꎮ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奋发有为、 真抓实

干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深入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ꎬ 协同脱贫攻坚ꎬ 努力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ꎬ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作出应有贡献ꎮ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８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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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黄坤明

注重从思想上建党ꎬ 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

设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法宝ꎬ 也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

的鲜明特色ꎮ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以下

简称 «准则» )ꎬ 从坚定理想信念的角度ꎬ 对

加强思想建设、 抓好理论武装作出具体规定ꎬ
明确提出 “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

论武装ꎬ 广大党员、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

自觉抓好学习、 增强党性修养”ꎮ 这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对思想理论建设地位作用的深刻认

识ꎬ 体现了我们党坚持思想建党、 保持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高度自觉ꎮ 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理

论武装这一重要政治任务ꎬ 不断提高全党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ꎬ 为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ꎮ
充分认识抓好理论武装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

年大会上指出: “９５ 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

艰巨任务ꎬ 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

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ꎬ 并坚持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ꎮ” 坚持以科学理论

引领、 用科学理论武装ꎬ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ꎬ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

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伟大胜利的思想基础ꎬ 也是党在新时期迎接

新挑战、 完成新使命的根本保证ꎮ

加强理论武装是全面从严治党、 有效应对

“四大考验” 和 “四种危险” 的必然要求ꎮ 中

国共产党从弱小的革命党成为强大的执政党ꎬ
从初期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政治组织发展

成为一个有着钢铁信念、 钢铁意志、 钢铁纪律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把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首位ꎬ 作为立党兴党、
管党治党的根基ꎮ ９５ 年来ꎬ 我们党不论是在事

关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

面前ꎬ 还是在事关党的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关

口ꎬ 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ꎬ
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统一全党思

想、 指引前进方向ꎮ 当前ꎬ 世情国情党情发生

深刻变化ꎬ 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 改革开

放、 市场经济、 外部环境的 “四大考验”ꎬ 面

临着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 脱离群众、 消极腐

败的 “四种危险”ꎮ 这些考验和危险之所以严

峻复杂ꎬ 就在于它们会导致方向迷失、 思想混

乱、 信念动摇ꎬ 损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先进

性纯洁性ꎮ 针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挑

战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

严治党的战略任务ꎬ 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首

先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ꎮ 理论武装是党内

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ꎬ 是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

思想保障ꎮ 统一思想是凝聚统一意志、 推进统

一行动的前提ꎮ 只有强化理论武装ꎬ 全党才能

坚定主心骨、 把稳 “定盘星”ꎬ 始终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ꎬ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ꎬ 不断推进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ꎻ 才能掌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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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思想武器ꎬ 深刻认识问题ꎬ 科学分析问

题ꎬ 有效解决问题ꎬ 以坚强的政治定力、 无畏

的政治担当、 高超的政治智慧应对和克服 “赶
考” 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ꎮ

加强理论武装是坚定 “四个自信”、 更好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必然

要求ꎮ 改革开放 ３８ 年来ꎬ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创新实践、 善于总结经

验ꎬ 开创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

论体系和制度ꎬ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ꎬ 要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

化自信ꎮ 理论自信在 “四个自信” 中具有根本

性、 引领性ꎮ 理论武装是理论自信的基础ꎮ 只

有全面彻底地学习理论、 掌握理论ꎬ 才能坚定

自觉地接受理论、 运用理论ꎻ 只有正确自如地

用中国理论认识中国现实、 指导中国实践ꎬ 才

能将感性的了解认同内化为坚定的信仰信念、
科学的思想方法ꎮ 现在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时代背景和实践

基础深刻变化ꎬ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ꎬ 面临许多新任务、 新挑

战ꎮ 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ꎬ 必须加强理论

武装ꎬ 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

理论水平ꎬ 始终保持理论上的自觉与透彻ꎬ 保

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与执着追

求ꎬ 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自满ꎬ 在困难时

和逆境中不消沉动摇ꎬ 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创造

新的业绩ꎮ
加强理论武装是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ꎬ 是我们党向人民、 向历史作出的庄

严承诺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而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ꎬ 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前

进ꎬ 我们党形成并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ꎮ 艰巨的任务、 宏伟的目标ꎬ 迫切需要

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的头脑ꎮ 特别要看到ꎬ 我

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ꎬ 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ꎬ 适

应、 把握、 引领新常态ꎬ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ꎬ 确保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圆满实现ꎬ 是摆

在全党面前的重大任务ꎮ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ꎮ
掌握理论彻底、 贯彻理论坚决ꎬ 是攻坚克难、
闯关决胜的前提ꎮ 越是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定性胜利ꎬ 越是接近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ꎬ 越需要全党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ꎬ 更

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 凝聚力

量ꎬ 更加主动地向党中央看齐ꎬ 向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看齐ꎬ 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ꎻ
越需要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

一强大思想武器ꎬ 以主观世界的改造引领客观

世界的改造ꎬ 适应实践新要求、 聚焦时代新课

题ꎬ 勇于担当责任、 善于创新创造ꎬ 着力把理

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决

策和有效举措ꎬ 转化为迈向全面小康进而实现

中国梦的坚定意志和坚实步伐ꎮ
牢牢把握理论武装的主要内容

理论武装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
承载着共产党人的使命追求ꎬ 是严肃的党内政

治生活ꎮ 推动全党学习掌握科学理论ꎬ 是理论

武装的根本ꎮ «准则» 对新形势下理论武装的

主要内容提出明确要求: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为 必 修 课ꎬ 认 真 学 习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ꎬ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学习党章党规”ꎮ
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ꎮ 马克思主义

是共产党人的 “真经”ꎬ 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

立场、 观点、 方法是我们的看家本领ꎮ 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作为必修课、 基本功ꎬ
推动全党不断加强对经典著作的学习研读ꎬ 深

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 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ꎬ 全面掌握其基本原

理、 基本观点ꎬ 系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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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ꎬ 从根本上了解和信

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ꎬ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 站稳政治立场、 强化党性原则ꎮ 毛泽东思

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ꎮ 要学习掌握并坚持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

灵魂ꎬ 进一步强化对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

立自主的认识ꎬ 深化对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

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 观点

和方法的认识ꎬ 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

共产党、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ꎬ 继承和

弘扬苦难辉煌历程中铸就的革命文化ꎮ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ꎬ 是指导党

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ꎮ 要持续深入地学习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ꎬ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历史地位、 时代背景、 科学内涵、 精神实质和

根本要求ꎬ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

发展的历史进程ꎬ 切实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ꎮ
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教育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ꎬ 是指导我们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

马克思主义ꎮ 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ꎬ 就要把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首要任务ꎬ 把推动全党掌握最现实最集中

体现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理论作为重中之重ꎬ 着力用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ꎮ 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时代

背景和重大意义ꎬ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认识ꎬ 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

觉、 行动自觉ꎮ 深入学习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的

鲜明主题和科学体系ꎬ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ꎬ 全面地而不

是片面地、 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把握讲话的内

在逻辑和思想体系ꎮ 深入学习领会系列重要讲

话贯穿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牢牢

抓住其中带有基础性标志性的重要思想、 重大

战略ꎬ 不断加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四个自信”、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 新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新常

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的认识和理解ꎬ 进一步统一思想行动、 把握

发展大势、 凝聚奋进力量ꎮ 深入学习领会系列

重要讲话中蕴含的我们党的坚定信仰追求、 历

史担当精神、 真挚为民情怀、 务实思想作风和

科学思想方法ꎬ 深刻把握 “不忘初心、 继续前

进” 的根本方向和实践要求ꎬ 永远保持建党时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ꎬ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

赤子之心ꎮ
深化党章党规学习教育ꎮ «中国共产党章

程» 是党的总章程ꎬ 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

旨、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重要主

张ꎬ 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ꎬ 是全党

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ꎮ 党规党纪是对

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ꎬ 明确规定了党员应当严

守的纪律和规矩ꎮ 加强理论武装ꎬ 必须把马克

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我们管党治党规律性认识的

制度化成果作为基本内容ꎬ 推动全党持续深入

地学习好、 执行好党章党规ꎮ 要不断深化党章

学习ꎬ 深刻认识党的奋斗历程ꎬ 全面理解党的

纲领ꎬ 深入领会党的指导思想、 组织原则、 优

良作风ꎬ 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义务权利、 行为

规范ꎬ 自觉尊崇党章、 敬畏党章、 遵守党章、
维护党章ꎮ 要不断深化党规党纪的学习ꎬ 认真

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 等党内法规ꎬ 深刻认识学习贯彻各项制度

的必要性紧迫性ꎬ 全面掌握、 熟知尽知内容规

定ꎬ 准确把握基本要求ꎬ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ꎬ 切实增强党的意识、 纪律意识、 规矩

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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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理论武装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贯彻落实 «准则» 对抓好理论武装提出的

各项要求ꎬ 要突出重点、 抓住关键ꎬ 完善机

制、 强化责任ꎬ 切实把理论武装的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ꎮ
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抓好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ꎮ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 “关键少

数”ꎬ 是理论武装的重点ꎮ 党委 (党组) 中心

组是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ꎬ
是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ꎮ 要

进一步提高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的质量和

效果ꎬ 坚持理论性、 突出针对性、 讲求实效

性ꎬ 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ꎬ 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ꎬ 在真学、 真信、 真用、 真行

上下功夫ꎬ 把全面系统的学习与干什么学什

么、 缺什么补什么结合起来ꎬ 把重点发言和研

讨交流、 个人自学和集中研学结合起来ꎬ 不断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ꎬ 不断提高运用科学

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要推动中心组学习

的制度化规范化ꎬ 完善学习规则、 加强统筹指

导ꎬ 强化各级党委 (党组) 的主体责任和主要

负责同志的第一责任ꎬ 进一步建立健全学习计

划、 学习考勤、 学习档案和情况通报、 述学报

告等各项制度ꎮ 要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价ꎬ
把中心组学习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ꎬ 作为考核领导

班子和衡量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内

容ꎬ 作为干部任用、 奖惩的重要依据ꎬ 推动各

级党组织把加强中心组学习作为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 从严管党治党的 “硬任务” “硬指标”
切实抓紧抓好ꎬ 充分发挥其在全党理论学习中

的示范带动作用ꎮ
持续深入抓好全体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ꎮ

理论武装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必须依托基层党组织、 面向全体党员ꎬ 运

用日常的学习载体和教育方式ꎬ 推动理论学习

常态化经常化ꎮ 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ꎬ 以党

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ꎬ 认真执行 “三会一

课” 等制度ꎬ 按照统一安排ꎬ 结合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的实际ꎬ 有计划、 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

集体学习ꎬ 组织专题学习讨论ꎬ 确保理论学习

抓在日常、 严在经常ꎮ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党的理论、 接受党组织的教育ꎬ 是党员最重要

的义务和权利ꎮ 要把学习掌握科学理论作为做

合格党员第一位的要求ꎬ 自觉学习、 主动学

习、 及时学习、 经常学习ꎬ 认真完成党组织规

定的各项学习任务ꎬ 通过严肃认真的理论学习

实现自我教育、 自我提高ꎬ 打牢增强政治意

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的思想理

论基础ꎮ
提高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思想问

题的能力ꎮ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ꎮ 理论武装

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ꎬ 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

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ꎬ 做到学用相长、
知行合一ꎮ 要坚持问题导向ꎬ 推动全党带着问

题学ꎬ 聚焦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 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

问题ꎬ 学习好、 运用好科学理论这个强大思想

武器ꎬ 强化战略思维、 创新思维、 辩证思维、
法治思维、 底线思维ꎬ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的提高转化为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 化解

矛盾的能力ꎬ 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

的具体思路、 破解难题的措施办法、 推动发展

的实际成效ꎮ 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

界相统一ꎬ 坚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提

升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相统一ꎬ 聚焦在理想信

念、 党的意识、 宗旨观念、 精神状态等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ꎬ 真正把自己摆进去ꎬ 把学习科

学理论与解决自身存在的思想问题结合起来ꎬ
悟大道、 明大德、 识大局ꎬ 把好世界观、 人生

观、 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ꎬ 追求高线、 守住

底线、 远离红线ꎬ 努力在提高政治觉悟中提升

思想境界、 培养道德情操ꎮ
切实加强对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的引导ꎮ

加强理论武装必须坚持立破并举ꎬ 一方面要旗

帜鲜明地把先进的思想、 正确的观念立起来ꎬ
在党员干部头脑中深植厚培ꎻ 另一方面要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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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思想、 错误的观念有清醒认识和高度警

觉ꎬ 有针对性地做好辨析引导工作ꎮ 要加强对

思想理论领域问题的分析研判ꎬ 健全党内重大

思想理论问题分析研究和情况通报机制ꎬ 及时

发现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ꎬ 定期在党内进行通

报ꎬ 起到把方向、 打招呼、 划底线、 防侵蚀的

作用ꎮ 加大思想理论引导力度ꎬ 针对西方宪政

民主、 “普世价值”、 新自由主义、 历史虚无主

义等错误思潮ꎬ 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

器ꎬ 深入剖析问题实质ꎬ 深刻揭示错误思想观

点的危害ꎬ 正本清源、 针锋相对ꎬ 帮助广大党

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ꎬ 分清是非界限ꎬ 切实增

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ꎬ 坚决抵制错误思

想侵蚀ꎮ 强化互联网思想理论引导ꎬ 充分发挥

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ꎬ 加快重点理论网站建

设ꎬ 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积极发声、 主

动发声ꎬ 在错误思想观点面前敢于斗争、 敢于

亮剑ꎬ 形成坚持真理、 抵制错误的强大合力ꎬ
唱响主旋律、 弘扬正能量ꎮ

创新工作形式和方法手段ꎮ 理论武装要取

得实效ꎬ 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的变化、 实践的发

展ꎬ 紧密结合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 工作实

际ꎬ 积极探索、 锐意创新ꎮ 要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和党员队伍结构的新变化ꎬ 加强对不同领

域、 不同行业、 不同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学习的

分类指导ꎬ 针对党员的职业特点、 地域差异、
教育程度ꎬ 组织开展分众化、 对象化的理论学

习ꎮ 要充分运用多样化的学习教育形式ꎬ 着眼

于引导党员在学习中深入思考ꎬ 相互启发、 学

用相长ꎬ 研究问题、 学以致用ꎬ 设计开展多种

形式的互动式学习、 调研式学习、 开放式学

习ꎬ 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员理论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ꎮ 适应信息社会条件下信息传播和

人们接受习惯的新变化ꎬ 做好 “微” 文章ꎬ 充

分运用 “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平台ꎬ 积极探索

“微学习” “微党课” “微宣讲” 等新的学习教

育形式ꎬ 让我们的理论学习更富时代性、 更具

针对性、 更有实效性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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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夏伟东

这次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的主要任务是ꎬ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学习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

议精神ꎬ 总结 ２０１５ 年工作ꎬ 研究部署 ２０１６ 年

任务ꎮ 昨天上午ꎬ 云山同志、 奇葆同志在全国

宣传部长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ꎮ 昨天下午ꎬ 全

体同志围绕学习领会云山同志、 奇葆同志重要

讲话精神ꎬ 分组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ꎮ 大家

一致认为ꎬ 云山同志、 奇葆同志重要讲话立意

高远、 全面深刻、 内涵丰富ꎬ 政治性思想性和

指导性针对性很强ꎬ 任务的要点、 重点、 难点

概括得十分突出ꎬ 工作的方向、 方法、 着力点

部署得十分明确ꎬ 为我们在 “十三五” 开局之

年全面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各项工作ꎬ 奠

定了坚实基础ꎬ 提供了重要遵循ꎬ 我们要深入

学习领会ꎬ 坚决贯彻落实ꎮ
下面ꎬ 我就学习贯彻云山同志、 奇葆同志

重要讲话精神ꎬ 做好今年文明办工作ꎬ 再讲一

些具体意见ꎮ
一、 ２０１５ 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２０１５ 年是全国各个领域、 各条战线攻坚克

难ꎬ 取得重大成就之年ꎬ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承

前启后ꎬ “十二五” 规划胜利收官ꎬ “十三五”
规划谋篇布局之年ꎮ 对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领

域、 战线来说ꎬ ２０１５ 年同样是意义重大、 成果

丰硕的一年ꎮ 一年来ꎬ 各地各级文明办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贯彻

落实云山、 延东、 奇葆同志重要指示精神ꎬ 贯

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决策部署ꎬ 紧紧围绕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不断深化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１.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特别是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代表ꎬ 发表重要讲

话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道德模

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批示ꎮ 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ꎬ 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ꎬ 是对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者的亲切关怀ꎬ 同时更是对

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工作的战略指引和战略部

署ꎬ 使精神文明战线全体同志深受教育和激

励ꎬ 倍感责任重大和使命荣光ꎮ 一年来ꎬ 各地

各级文明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着重学习领会

“２２８” 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道德模范表彰活动

的重要批示精神ꎬ 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

理ꎬ 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ꎬ 不断增进

政治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ꎬ 切实用讲话

精神统一思想行动ꎬ 指导实际工作ꎬ 推动开创

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实现精神文明建设新

发展ꎮ
２.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ꎮ 持续深化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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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及价值观自信ꎮ 着

力推进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创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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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中央文明委隆重表彰第四届全国文明城

市、 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ꎮ 隆重表彰第

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ꎬ 推动全社

会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

氛围ꎮ 按照中央要求ꎬ 广泛开展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群众

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ꎮ 加强家庭文明建

设ꎬ 推动诚信建设制度化和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持续深化文明旅游ꎬ 大力制作刊播 “讲文明树

新风” 公益广告ꎬ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ꎬ 传承中

华美德ꎬ 树立时代新风ꎮ
３. 聚焦重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ꎮ 一年

来ꎬ 中央文明办坚持问题导向ꎬ 紧紧围绕精神

文明建设重点难点问题ꎬ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ꎬ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ꎬ 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 探

索工作规律ꎮ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 家庭文明建

设、 诚信建设制度化、 志愿服务制度化、 网上

公益活动等进行重点调研ꎻ 就文明城市创建、
文明行业创建、 文明校园创建、 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 不文明行为整治等开展专项调研ꎬ 反

映基层情况ꎬ 研究存在问题ꎬ 提出对策建议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自身实际ꎬ 围绕如何改进

创新精神文明建设、 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开展

文明校园创建、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等课题进

行普遍调研ꎬ 向中央文明办提交了高质量的调

研报告ꎮ 通过调查研究ꎬ 形成了一批有价值、
有分量、 对决策有重要借鉴意义的调研成果ꎬ
为工作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云山同志对浙江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调研报告作出重要批

示ꎬ 奇葆同志在听取调研情况汇报时也给予充

分肯定ꎮ
４.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农村一直是精

神文明建设比较薄弱的环节ꎬ 补齐这个短板是

去年工作的一大亮点ꎮ 一年来ꎬ 我们下大力气

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组织中央新闻媒体集

中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重要思想ꎬ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美丽乡村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论断ꎮ
召开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ꎬ
奇葆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ꎬ 明确提出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明确提出实现乡风民风、 人居环境、 文化生活

“三个美起来” 的任务要求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

认真贯彻奇葆同志重要讲话精神ꎬ 加大美丽乡

村建设力度ꎬ 着力改变农村环境面貌ꎬ 丰富农

民文化生活ꎬ 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

度ꎬ 不断开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局面ꎮ
５. 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ꎮ 中宣部确定

２０１５ 年为基层工作加强年ꎬ 各级文明办按照这

个要求ꎬ 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ꎮ 一是广泛开展

基层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ꎮ 推荐评议身边好

人ꎬ 开展 “五好文明家庭” “星级文明农户”
“最美家庭” 创建活动ꎮ 以关爱他人、 关爱社

会、 关爱自然为主题ꎬ 不断扩大基层志愿服务

覆盖面ꎮ 深化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引导

人们在辞旧迎新、 慎终追远、 阖家团圆、 孝老

敬老中弘扬文明新风ꎮ 运用重要时间节点ꎬ 依

托网络阵地ꎬ 引导未成年人开展 “我的中国

梦” 系列道德实践活动ꎮ 二是加强基层文化设

施阵地建设ꎮ 推动各地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的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ꎬ 统筹建设集宣传文

化、 党员教育、 科学普及、 普法教育、 体育健

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ꎬ 实现设施资源综合利用、 共建共享ꎮ 建好

管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顺利完成 “十二

五” 期间 １２０００ 所项目建设任务ꎬ 累计使用项

目资金 ３５ 亿元ꎬ 为农村孩子快乐学习、 健康成

长搭建平台ꎮ 三是强化基层队伍建设ꎮ 注重提

高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者业务素质ꎬ 中央文

明办围绕做好简报信息、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志愿服务信息管理、 地方文明网站建设等工作

开展培训ꎮ 各地各部门着力改善基层工作者待

遇和工作条件ꎬ 帮助解决后顾之忧ꎬ 引导他们

紧跟中央、 安心热爱、 钻研求索、 积极作为ꎮ
重视发挥广大志愿者、 “五老” 人员、 居民代

表、 新乡贤等社会力量作用ꎬ 做到基层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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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抓、 事情有人干ꎮ
６. 着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ꎮ 过去

一年ꎬ 中央文明委各成员单位ꎬ 各地文明委、
文明办ꎬ 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ꎬ 在继承优良

传统基础上ꎬ 坚持贴近群众、 紧盯问题、 着眼

发展谋创新ꎬ 推动工作不断增强生机活力ꎮ 一

是贴近群众谋创新ꎮ 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

神文化需求ꎬ 以抓项目、 办实事的做法ꎬ 创新

工作方式方法ꎮ 比如ꎬ 文化部门探索运用政府

购买、 市场机制、 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ꎬ 整合

资源ꎬ 逐步增加为基层群众服务的文化资源总

量ꎮ 比如ꎬ 一些省市分期分批开展农村村史馆

建设、 实施农民文化乐园项目、 创办文化礼堂

等ꎮ 二是紧盯问题谋创新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聚

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深入开展专

项治理ꎬ 破除道德领域顽疾ꎮ 比如ꎬ 中央文明

办、 公安部、 教育部、 司法部、 交通运输部等

部门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开展交通安全文明行

动ꎬ 聚焦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行人 “闯红灯”
等现象ꎬ 加大对马路上陋习的教育惩戒力度ꎮ
比如ꎬ 中央文明办与最高人民法院等八部门会

签 “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ꎬ 推出

惩戒 “老赖” 措施ꎬ 限制 “老赖” 乘坐飞机和

火车软卧等ꎬ 让失信者初步付出失信的代价ꎮ
比如ꎬ 一些省市坚持眼睛向下、 小处入手ꎬ 解

决市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办好家门口的

“小事情”ꎬ 形成创建工作态势与社会文明程度

同步向好ꎮ 三是着眼发展谋创新ꎮ 根据精神文

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ꎬ 以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

手段ꎬ 大力推进内容形式、 渠道载体、 方式方

法、 工作机制创新ꎬ 做到老品牌有新亮点ꎬ 新

载体有生命力ꎮ 比如ꎬ 各有关部门紧密结合工

作实际和自身特点ꎬ 大力推动志愿服务创新发

展ꎬ 形成了以文化志愿服务、 职工志愿服务、
巾帼志愿服务、 环保志愿服务、 文艺志愿服务

等为代表的一批品牌志愿服务项目ꎮ
７.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和制度规

范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了未来五年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ꎬ 对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ꎮ 各级文明办认真学习

贯彻五中全会精神ꎬ 科学谋划 “十三五” 时期

精神文明建设ꎬ 并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之中ꎮ 中央文明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重要指示精

神ꎬ 与全国妇联研究制定 «关于进一步深化家

庭文明建设的工作方案»ꎬ 提出家庭文明建设

总体安排ꎻ 与教育部制定颁布 «关于深入开展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着力推进文

明校园创建ꎬ 形成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

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 “五大创建” 格

局ꎮ 着眼树立鲜明工作导向ꎬ 修订 «全国地级

以上文明城市测评体系»ꎬ 制定 «全国县级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ꎬ 颁布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动态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ꎬ 明确文明城市

创建基本遵循ꎬ 健全工作评价和动态管理机

制ꎻ 组织国家统计局和中央文明委有关成员单

位对 １２３ 个地级以上提名城市进行年度测评ꎬ
委托各省 (区、 市) 文明委对 １６５ 个县级提名

城市和 ８７ 个全国文明城市 (区) 测评督查ꎮ
推动完善精神文明建设法律法规ꎬ «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 列入立法程序ꎻ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牵头起草的 «志愿服务条例» 已报国务

院审批ꎬ 这将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法治保障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

领导下ꎬ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云山、 延东、 奇葆

同志的指引指导下ꎬ 在中央文明委的统筹协调

下ꎬ 在全国各级文明委、 文明办系统全体同志

的共同努力下ꎬ ２０１５ 年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新

的重大进展和成效ꎬ 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上ꎬ 在改善社会风气、 改变城乡环境面貌、 推

进改革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ꎬ 在提高国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上ꎬ 都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ꎬ 在

新形势新任务面前ꎬ 精神文明建设的机遇前所

未有ꎬ 挑战也前所未有ꎬ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未来五年征程中ꎬ 精神文明建设任重道远ꎮ
当前ꎬ 一些党员、 干部信仰迷失的问题ꎬ 一些

领域道德失范、 诚信缺失、 见利忘义、 造假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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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现象时有发生的问题ꎬ 大操大办、 铺张浪

费、 比阔斗富等不良习气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问

题ꎬ 黄赌毒的问题ꎬ 等等ꎬ 依然是践行和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是不断提高国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是补齐精神文明建设短板

的顽瘴痼疾ꎮ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责任意

识、 紧迫意 识ꎬ 按 照 中 央 要 求ꎬ 扎 实 做 好

工作ꎮ
二、 加强战略思考和宏观谋划ꎬ 进一步明

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理念

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要始终坚持正确

的指导思想ꎬ 切实加强战略思考和宏观谋划ꎬ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关切新期盼ꎬ 不断提高

工作能力和水平ꎮ
１. 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统一思想、 武装头脑ꎬ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ꎮ
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最重要的一条ꎬ 就是

认真学习领会好、 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

述ꎬ 思想深刻、 内涵丰富ꎮ 在地位作用上ꎬ 强

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ꎬ
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ꎬ 全国各族人

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ꎬ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ꎮ 在根本任务上ꎬ
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 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无时不

有ꎬ 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ꎬ 成为我们

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ꎬ 成为百姓日用

而不觉的行为准则ꎮ 要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

在全国人民心中闪亮ꎮ 在方针原则上ꎬ 强调要

始终坚持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的战略方

针ꎬ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

过程、 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ꎮ 要把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ꎬ 坚持重在建设ꎬ 锲而

不舍、 一以贯之地抓好精神文明建设ꎮ 要紧紧

围绕促进人民福祉来进行ꎬ 办实事、 讲实效ꎬ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ꎮ 要创新内容和

载体ꎬ 改进方式和方法ꎬ 使精神文明建设始终

充满生机活力ꎮ 在道德建设上ꎬ 强调必须加强

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ꎬ 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

道德意愿、 道德情感ꎬ 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

道德责任ꎬ 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

能力ꎬ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ꎬ 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ꎬ 不断夯

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ꎮ 在创建

活动上ꎬ 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融入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ꎬ 吸引群众广

泛参与ꎬ 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 为他人送

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
培育文明风尚ꎮ 在法治保障上ꎬ 强调要注意把

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ꎬ 使法律法

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ꎬ 通过法律的

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 确保道德底线ꎬ 推动

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形

势、 新任务下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ꎬ 阐

明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ꎮ 我们谋划精神文

明建设的战略和大局ꎬ 就是要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ꎬ 狠抓落实ꎬ 切实把责

任扛在肩上ꎬ 把任务落到实处ꎮ 按照云山同志

和奇葆同志昨天的部署ꎬ 今年要牢牢把握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这条主线ꎬ 深入宣传党中央提出的

一系列新理念、 进行的一系列新实践、 取得的

一系列新成就ꎬ 各地各级文明办要抓好面向群

众的精神文明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宣传

教育和推广落实工作ꎮ
２. 坚持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展开工作ꎮ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统筹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的战略思维、 战略考量ꎬ 指明了党

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 战略举措ꎬ
是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治国理政

的总方略ꎮ 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ꎬ 必须紧紧

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来谋划、 来展开ꎬ
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ꎮ 我们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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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全面小康社会ꎬ 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提

高ꎬ 经济上达到全面小康ꎬ 而且是精神文化生

活丰富ꎬ 也达到全面小康ꎮ 这就需要首先讲物

质变精神ꎬ 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向同

行ꎬ 通过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带动精神文明的

不断提高ꎬ 实现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

同步全面小康ꎮ 同时还要讲精神变物质ꎬ 讲精

神、 精神文明的反作用ꎬ 努力让精神文明建设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长板、 强板ꎬ 发挥精

神对物质的强大推动和保障作用ꎬ 为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思想道德以及教育

科学文化等的有力支撑ꎮ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

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ꎮ 我们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ꎬ 要向全面深化改革寻求持续

强劲的发展动力ꎮ 这就需要从思想认识和精神

状态上顺应全面改革要求ꎬ 着力做好统一思

想、 凝聚共识、 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的工作ꎬ
引导人们积极投身改革ꎮ 同时还要加快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自身改革创新ꎬ 通过改革创新获得

精神文明建设的持久动力和旺盛活力ꎮ 我们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ꎬ 要向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寻求坚实巩固的制度支撑ꎮ 这

就需要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ꎬ 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ꎬ 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ꎮ 同时还要强化规则意

识ꎬ 倡导契约精神ꎬ 弘扬公序良俗ꎬ 使尊法守

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ꎬ 善于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ꎬ 提高精神

文明建设法治化水平ꎮ 我们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ꎬ 要向全面从严治党寻求战略保证ꎮ 这就需

要以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社风ꎬ 为进一步改善民

风社风作出垂范表率、 营造良好氛围ꎮ 同时还

要加强党内精神文明建设ꎬ 在思想道德上下力

气ꎬ 在理想信念上下力气ꎬ 在率先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上下力气ꎬ 以党员文明素质和全

党文明程度的提高ꎬ 来带动和促进国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ꎮ
３. 坚持把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精神文明建设

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ꎮ 创新、 协调、 绿

色、 开放、 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ꎬ 集中体现了

我国的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 发展着力点ꎬ 标

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

新的高度ꎮ 五大发展理念对深化精神文明建设

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ꎬ 我们要在工作中牢

固树立、 自觉践行ꎬ 不断提高贯彻五大发展理

念的能力和水平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ꎬ 也是深化精

神文明建设的不竭源泉ꎮ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本

身就是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ꎮ 在新的发展实践

中ꎬ 有些观念行为过去有效ꎬ 现在未必有效ꎻ
过去不合时宜ꎬ 现在却势在必行ꎻ 过去难以逾

越ꎬ 现在则必须突破ꎮ 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发

展、 人民群众新期待、 科技革命新变化、 工作

任务新要求ꎬ 我们必须让创新贯穿精神文明建

设一切工作ꎬ 深入推进理念思路创新、 体制机

制创新、 内容形式创新、 方法手段创新ꎬ 更好

地跟上时代和实践的发展ꎬ 让创新在精神文明

建设领域蔚然成风ꎮ 比如ꎬ 面对互联网和新媒

体迅猛发展的大趋势ꎬ 如何用好互联网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ꎬ 就是创新的大课题ꎮ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ꎬ 也是精

神文明建设补齐短板的必然选择ꎮ 着眼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ꎬ 精神文明建设不平

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ꎬ 特别

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城乡发展不协调、 硬件建

设与软件环境不匹配、 个别地方 “一手硬、 一

手软” 等矛盾依然存在ꎮ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ꎬ 最佳状态ꎬ 当然是同步

协调发展ꎮ 但在实际生活中ꎬ 完全做到同步协

调并不容易ꎬ 尤其是精神文明的发展总有一定

的后发情况ꎬ 这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

规律ꎮ 但是ꎬ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

坚持动态平衡ꎬ 力求同步协调发展ꎬ 这里的关

键ꎬ 还是要有战略思维、 战略眼光、 战略定

力ꎬ 不能因为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慢ꎬ 不易出显

绩、 见政绩ꎬ 就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放在一

边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一直有所谓 “自然论”
“先后论” “轮流论” “代价论” 甚至 “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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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ꎬ 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ꎮ 我们已经站在一

个很高的发展水平上了ꎬ 在 “两个文明” 的问

题上有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和教训ꎬ 现在看得越

来越清楚ꎬ 光抓物质文明ꎬ 我们发展不起来ꎬ
即使发展了ꎬ 也只是一时的发展ꎬ 会从另外方

面变质ꎬ 最终归于失败ꎮ 只有 “两手抓、 两手

硬”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顺利向前推进ꎬ
才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ꎬ 才能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和中国梦ꎮ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条重要规律ꎬ 也是一条铁律ꎬ 遵循并把

握好这条铁律ꎬ 我们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ꎬ 反

之就会受到挫折ꎮ “三个自信”ꎬ 就来源于、 包

含着这样的规律性认识ꎮ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

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ꎬ 也是以精神文明建设新

成就扮靓美丽中国的重要要求ꎮ 要把精神文明

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起来ꎬ 进一步宣

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重要论断ꎬ 引导人们尊重自然、 顺应自

然、 保护自然ꎬ 促进形成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ꎬ 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ꎮ 要培养公民环境意

识、 节俭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ꎬ 倡导合理消

费ꎬ 力戒奢侈浪费ꎬ 制止奢靡之风ꎬ 推动形成

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ꎮ 要在文明城市、 文明村

镇创建中抓好生态环境建设ꎬ 让良好生态成为

普惠的民生福祉ꎬ 让城乡居民看得见绿水、 望

得见青山、 记得住乡愁ꎬ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ꎮ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精

神文明建设打破自我循环、 自我封闭的重要途

径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要从人类创造的最新

文明成果中寻找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ꎮ 文化因

交流而多彩ꎬ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ꎮ 经济发展必

须坚持对外开放战略ꎬ 精神文明建设也要面向

世界ꎬ 善于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ꎮ 要坚持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ꎬ 张开胸襟、
海纳百川ꎬ 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在提高国民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上的有益经验ꎬ 尤其

是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强化社会公德约束的好做

法ꎬ 在社会管理、 诚信制度、 环境保护等方面

发挥法规制约等的成功经验ꎮ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 也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属性ꎮ 提高国民文明素

质ꎬ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ꎬ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ꎬ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

群众的文化权益ꎬ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ꎮ 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ꎬ 坚持创建为了人民、
创建依靠人民、 创建成果由人民共享ꎮ 要坚持

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精神文明创建ꎬ 通过创建改

变生活环境、 改善生活质量、 改进社会风气、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ꎬ 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

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ꎮ
４.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根本任务ꎮ 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战

略高度ꎬ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ꎬ 作为一项

根本任务ꎬ 切实抓紧抓好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各地各级文明办认真贯彻中央要求ꎬ 采取有力

措施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抓 “２４ 字” 阐释ꎬ
抓公益广告宣传ꎬ 抓重点人群示范ꎬ 抓青少年

基础ꎬ 抓创建活动载体ꎬ 抓政策法规导向ꎬ 形

成了浩大声势、 营造了浓厚氛围ꎮ 我们要看

到ꎬ 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 日积月

累的过程ꎬ 要滴水穿石、 久久为功ꎬ 要贯穿结

合、 融入生活ꎬ 要在平凡中见境界、 在落细落

小中见实效ꎮ
云山同志、 奇葆同志在昨天的重要讲话

中ꎬ 对下一步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作出了重要部署、 提出了明确要求ꎬ 我们要

很好地贯彻落实ꎬ 做到上要接天、 下要接地ꎬ
最终是要做到知行统一ꎮ 上要接天ꎬ 就是要内

化于心ꎬ 解决灵魂问题ꎬ 解决人们的理想信念

和精神追求问题ꎮ 要把培育弘扬核心价值观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结合起

来ꎬ 既在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中彰显中国道

路、 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ꎬ 又在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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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中亮明我们的文化和价

值底色ꎬ 树立文化和价值观自信ꎮ 价值观建设

是在人的心灵里、 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ꎬ 要经

过长期努力ꎬ 使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ꎬ 真正成

为人们的内心准则和价值标准ꎮ 下要接地ꎬ 就

是要外化于行ꎬ 解决践行问题ꎬ 解决人们的自

觉行动和行为习惯问题ꎮ 要使核心价值观贯穿

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ꎬ 融入法律法规、 政策

制度、 社会治理和行业管理各个环节ꎬ 渗入人

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ꎬ 使践行核心价值观落地

生根ꎬ 成为人们的生活态度、 生活方式、 生活

习惯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ꎬ 也是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这是弘扬核心价

值观的有利契机ꎬ 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ꎬ 组织

好基层群众主题教育活动ꎬ 唱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主旋律ꎮ
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ꎮ 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强调ꎬ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ꎬ 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同样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这既是我们的优良传统ꎬ 也是重要的工作原

则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

旨ꎮ 中央文明委成立之初ꎬ 中央就要求ꎬ 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的着眼点一定要放在与群众利益

密切相关、 为群众所欢迎的事情上ꎬ 每年要办

几件作用大、 影响大的实事ꎮ 多年实践证明ꎬ
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服务人民ꎬ 是精神文明建

设赢得社会认可、 受到群众欢迎的成功经验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我们必须时刻铭

记、 坚决贯彻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就要充分

考虑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ꎬ 从群众最欢迎的

事情做起ꎬ 从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改起ꎬ 凡是

为民造福的事情就千方百计做好ꎬ 凡是损害群

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做ꎻ 就要相信群众、 依

靠群众ꎬ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ꎬ 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ꎬ 发挥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ꎮ 人民群众在亲身参与精

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ꎬ 也必定会不断提高自身

的文明素质ꎮ
三、 理清思路、 明确要求ꎬ 扎实做好 ２０１６

年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

２０１６ 年是 “十三五” 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ꎬ 是协调推进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 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关

键一年ꎮ 做好 ２０１６ 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要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着力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ꎬ 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强大的精神

力量、 丰润的道德滋养、 良好的文化条件ꎮ
中央文明委 ２０１６ 年工作安排对今年的工作

作了全面部署ꎬ 工作要点文件经中央文明委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正式下发ꎬ 各成员单位和

各地文明委、 文明办要认真贯彻落实ꎮ 这里ꎬ
我向大家通报、 强调文明办系统要认真抓好的

十项重点工作ꎮ
１.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ꎬ 辐射带动社会文明

程度整体提升ꎮ 创建文明城市是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的龙头工程ꎬ 在各种创建活动中居于主

导地位ꎬ 标志性强、 荣誉度高ꎬ 各级领导上

心ꎬ 社会普遍关注ꎮ 今年的创建工作ꎬ 要全面

贯彻五中全会精神ꎬ 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

求ꎬ 结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ꎬ 不断

提高创建水平ꎮ 一是做好统筹规划、 顶层设

计ꎮ 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任务和

人民群众新期待ꎬ 发挥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 “指挥棒” 作用ꎬ 中央文明办将在深入调

研基础上ꎬ 进一步充实完善测评体系ꎬ 引导文

明城市创建与 “十三五” 规划相一致ꎬ 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协调ꎬ 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相配套ꎬ 推动兴起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热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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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突出软环境建设ꎬ 突出社会风尚建设ꎬ
突出市民素质建设ꎬ 突出城市文化建设ꎬ 打造

城市精神ꎬ 对外树立形象ꎬ 对内凝聚人心ꎮ 要

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ꎬ 创造

优良人居环境ꎬ 做到保护自然景观、 延续历史

文脉、 保持特色风貌、 宜居宜业宜游ꎬ 把城市

建设成为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

园ꎮ 要加强城市精细管理ꎬ 完善城市公共服

务ꎬ 增加便民利民设施ꎬ 改变粗放型管理方

式ꎬ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 更舒

适、 更安全ꎬ 进一步提升幸福指数ꎮ 二是坚持

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ꎮ 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活动经验交流会ꎬ 举办全国直辖市城区和县级

文明城市创建培训班ꎬ 总结交流经验ꎬ 深化规

律认识ꎬ 研究部署工作ꎬ 切实增强创建工作的

实际效果ꎮ 三是加强督促检查、 动态管理ꎮ 组

织对 ８７ 个全国文明城市 (区) 进行专项督查ꎬ
对 １２３ 个地级以上提名城市 (区) 进行年度测

评ꎬ 对 １６５ 个县级提名城市进行随机抽查ꎬ 落

实 “负面清单”ꎬ 完善淘汰机制ꎬ 促进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常态发展ꎮ 今年ꎬ 要将县级文明城

市创建作为工作重点ꎮ 县及县级市ꎬ 在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独特作

用ꎬ 也是在文明建设中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结合部ꎮ 我国目前共有 ３５９ 个县级市和 １５７５ 个

县ꎮ 从现在情况看ꎬ 县级文明城市创建的差距

还不小ꎬ 发展空间很大ꎮ 调动县级创建文明城

市的积极性ꎬ 是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５ 年中提

高县市文明程度和群众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ꎮ
要通过抓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ꎬ 不断扩大文明

城市创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２.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ꎬ 促进农村乡风民

风、 人居环境、 文化生活美起来ꎮ 建设美丽乡

村ꎬ 是党中央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重大举措ꎬ 是在农村落实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和五大发展理念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抓

手ꎮ 要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奇葆同志在全国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ꎬ 坚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口号不变、

咬定目标ꎬ 坚持不懈、 日久为功ꎬ 努力实现

“三个美起来”ꎬ 这对于亿万农民享受美好环

境、 养成美好品德、 过上美好生活ꎬ 实现全面

小康具有重大意义ꎮ 一是继续推进重点项目ꎮ
坤明同志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

流会总结讲话中ꎬ 已经把美丽乡村建设任务细

化为 １２ 项具体项目ꎬ 今年要抓好这些项目实

施ꎬ 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办好事、 办实事ꎮ 二是

推动各地在 “十三五” 时期实现 ５０％以上村镇

达到县级及县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ꎮ 这一目标

即将纳入国家 “十三五”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ꎮ 各地要因地制宜、 分步推进ꎬ 推动目标早

日实现ꎬ 切实改变广大农村面貌ꎬ 让农民群众

真正分享改革发展和精神文明创建的成果ꎬ 让

人们感受到农村确实是全面小康的样子ꎮ 各地

务必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日程ꎬ 列出时间表和

路线图ꎬ 加强督查ꎬ 抓好落实ꎮ 去年浙江会

议ꎬ 各省 (区、 市) 都选派了一位县委书记参

加ꎬ 今年ꎬ 中央文明办和各相关省、 市、 县一

起努力ꎬ 把参会的这 ３１ 个县抓成工作示范点ꎮ
三是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ꎮ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ꎬ 只能成功ꎬ 不能失败ꎮ
脱贫攻坚的重点在农村ꎬ 文明村镇建设要为如

期完成这个硬任务担负义不容辞的责任ꎮ 要加

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ꎬ 弘扬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 扶贫济困传统美德ꎬ 倡导现代文明理念

和生活方式ꎬ 改变落后风俗习惯ꎬ 激发贫困群

众奋发脱贫的热情ꎮ 中宣部即将在全国实施

“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

程”ꎬ 中央文明办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

将纳入 “十三五” 规划ꎬ 预期在全国新建 ８０００
个少年宫ꎬ 各级文明办要配合落实好这些文化

惠民扶贫项目ꎮ 四是加强城乡统筹、 以城带

乡ꎮ 要坚持城市支持农村ꎬ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ꎬ 促进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均衡配置ꎬ 推动城

镇公共文化服务向农村延伸ꎮ 要把更多的资源

向农村和农民倾斜ꎬ 着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支

持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ꎮ
３. 深化文明单位创建ꎬ 激发文明创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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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基础活力ꎮ 创建文明单位ꎬ 是推动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任务落到基层的有效途

径ꎮ 一是抓好示范带动ꎮ 窗口服务行业与人民

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ꎬ 要继续以此为重点ꎬ
进一步把核心价值观融入体现到各种服务守

则、 行为准则、 规章制度、 行业规范之中ꎬ 坚

守职业道德ꎬ 提升服务水平ꎬ 树立行业新风ꎮ
建设企业文化、 团队文化、 单位文化ꎬ 都要以

核心价值观为魂ꎮ 中央文明办将以这些思路为

导向ꎬ 着手修订 «全国文明单位测评体系»ꎬ
引导各级文明单位始终保持先进性ꎮ 二是宣传

先进典型ꎮ 推出一批在践行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中走在前列的文明单位标

兵ꎬ 开展观摩交流和风采展示活动ꎮ 三是组织

结对扶贫ꎮ 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正在筹划发挥

文明单位优势、 结对帮扶贫困乡村的工作ꎬ 希

望各地文明办积极响应ꎬ 引导各级文明单位履

行社会责任ꎬ 开展精准扶贫ꎬ 综合运用产业扶

贫、 就业扶贫、 文教扶贫、 科技扶贫、 捐赠扶

贫等多种方式ꎬ 帮助贫困乡村、 贫困群众增收

致富ꎬ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贡献ꎮ
４.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ꎬ 以好的家风支撑起

好的社会风气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５ 年春节团

拜会上指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ꎬ 是人

生的第一所学校ꎮ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ꎬ 不

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ꎬ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

建设ꎬ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ꎮ” 云

山同志、 奇葆同志也多次强调要加强家庭文明

建设ꎮ 当前ꎬ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ꎬ 城乡家庭结

构、 家庭功能、 家庭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给家庭文明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ꎮ 我们要深入

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按照 “三个注

重” 要求ꎬ 深化家庭文明建设ꎬ 使千千万万个

家庭真正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

的重要基点ꎮ 一要重视家庭教育ꎮ 家庭教育对

人的影响伴随一生、 受益终身ꎬ 要努力使价值

观教育、 道德教育、 基础文明教育从家庭起

步ꎬ 引导家长提高素质、 以身作则、 言传身

教ꎬ 帮助孩子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ꎮ 二要

重视家风建设ꎮ 引导党员、 干部自觉带头树立

良好家风ꎬ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ꎬ 传承好家

风好家训ꎬ 让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里生根、 在亲

情中升华ꎮ 今年要着重在 “孝” 字上下功夫、
做文章ꎬ 宣传孝老爱亲的正面典型ꎬ 曝光不孝

子孙的恶劣案例ꎬ 用社会舆论激发人们的道德

良心ꎮ 三要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家庭ꎮ 今年ꎬ 要

在城乡基层广泛开展各类创建文明家庭特别是

在全国妇联的传统名牌 “五好家庭” 活动基础

上ꎬ 以中央文明委名义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家

庭ꎬ 树立全国性的标杆ꎮ 四要营造有利于家庭

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ꎮ 今年ꎬ 要完善促进

家庭文明建设的政策法规ꎬ 近期要抓紧研究制

定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ꎬ 制

定 «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ꎬ 筹

备召开全国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作会议ꎬ 推动

形成文明委牵头抓总ꎬ 文明办、 妇联等有关部

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ꎮ
５. 深化文明校园创建ꎬ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全国有 ２ ７
亿青少年在学校ꎬ 他们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

人群ꎮ 抓好文明校园创建ꎬ 对于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ꎬ 坚持立德树人、 塑造美好心灵、 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 培育基础文明具有重要意义ꎮ 各

级文明办要把这项工作统起来ꎬ 重视发挥教育

部门的主体作用ꎬ 把文明校园打造成精神文明

创建的又一响亮品牌ꎮ 一是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ꎮ 建设好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ꎬ 引导广

大教师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ꎬ 用自己的学识、
阅历、 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ꎬ 帮助学

生健康成长ꎮ 二是提升学生文明素养ꎮ 积极推

动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ꎬ 引导孩子

们从小立志向、 有梦想、 爱学习、 爱劳动、 爱

祖国ꎬ 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 实践

能力ꎬ 养成文明行为习惯ꎮ 三是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ꎮ 弘扬良好校训校风ꎬ 普遍开展文明班

级、 文明宿舍创建ꎬ 积极开展团队活动ꎬ 管好

校园宣传文化阵地ꎬ 加强心理健康辅导ꎬ 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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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境ꎬ 形成良好育人氛围ꎮ 抓好文明校园

创建工作ꎬ 要认真落实中央文明办和教育部的

实施意见ꎬ 加快制定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测评

办法ꎬ 筹备召开文明校园创建工作会议ꎬ 推动

活动普遍开展ꎮ 要继续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各类主题实践活动ꎬ 修订测评体系ꎬ 组

织年度测评ꎮ
６. 深入宣传学习道德模范ꎬ 形成崇德向

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道德模

范是道德实践的榜样ꎬ 是时代的英雄、 人格化

的价值观ꎮ 推进道德建设ꎬ 必须用好道德模范

这一 “精神富矿”ꎬ 深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ꎬ
创新形式ꎬ 注重实效ꎬ 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

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ꎮ 一是充分展示道

德模范先进事迹ꎮ 运用基层巡讲、 “故事汇”
巡演、 出版报告文学集、 拍摄电视专题片、 举

办事迹展览等形式ꎬ 弘扬他们的高尚品德和崇

高精神ꎮ 二是广泛开展学习道德模范活动ꎮ 召

开座谈会ꎬ 发挥道德模范感召示范作用ꎬ 引导

广大群众向道德模范看齐ꎬ 形成讲道德、 尊道

德、 守道德的社会氛围ꎮ 三是关爱帮扶道德模

范ꎮ 针对道德模范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ꎬ 通

过安排专项资金、 发动社会捐助、 协调慈善救

助、 走访慰问关心等多种方式ꎬ 让道德模范在

工作上、 生活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ꎬ
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ꎮ

７. 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打造不敢不

能不愿失信的制度环境ꎮ 诚信是公民基本道德

规范ꎬ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ꎬ 也

是市场经济重要基石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 诚

信不仅是道德问题ꎬ 而且与经济关系息息相

关ꎮ 诚信的背后是信用ꎬ 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

经济ꎬ 没有诚信就没有信用ꎮ 必须紧紧围绕诚

信文化培育、 政策法律规范、 约束惩戒失信等

方面努力推动诚信建设制度化ꎮ 一要深入持久

开展诚信宣传教育ꎮ 广泛开展诚信主题实践活

动ꎬ 大力宣传诚信人物、 诚信企业、 诚信群

体ꎬ 推介各地各有关部门诚信建设先进典型ꎮ
组织媒体开展经常化舆论引导和监督ꎬ 高高举

起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价值导向大旗ꎮ 各行

各业都要结合自身实际ꎬ 研究制定诚信守则ꎬ
让人人行有所循ꎬ 行有所止ꎮ 二要用信用记录

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ꎮ 会同有关部门ꎬ 加快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ꎬ 推动建立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制度ꎬ 加强信用信息共建共享ꎬ 完善失信

“黑名单” 制度ꎬ 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ꎮ 三要积极推动信用法律法规建

设ꎮ 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大胆探索实践ꎬ 出台更

多符合改革精神、 管用实用的法规、 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ꎬ 深入实施失信违法联合惩戒ꎬ 构建

不敢失信、 不能失信、 不愿失信的社会环境ꎮ
８. 持续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推动形成我

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ꎮ 志愿服务是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ꎬ 是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

体ꎮ 要发挥好文明委、 文明办的牵头抓总作

用ꎬ 发挥好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等社团的优

势ꎬ 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把志愿服务与学雷锋活动有机结合起来ꎬ 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ꎮ 一要促进志愿服务常态化ꎮ
要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 专业化支撑ꎬ 保

持活动经常有效开展ꎮ 要倡导社区化扎根、 组

织化规范ꎬ 推广社工加义工的工作模式ꎬ 发挥

党员志愿者示范带头作用ꎬ 鼓励离退休人员的

积极性ꎬ 把志愿服务做到基层做进社区做进家

庭ꎮ 要积极培育志愿文化ꎬ 倡导生活化融入ꎬ
使参与志愿服务成为一种时尚ꎬ 形成弘扬志愿

精神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ꎮ 志愿服务既要多

做锦上添花的项目ꎬ 更要多做雪中送炭的项

目ꎬ 尤其要在脱贫帮扶中大显身手ꎮ 二要完善

嘉许激励机制ꎮ 志愿服务要有一定的激励作为

保障ꎬ 要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嘉许制度和回馈制

度ꎬ 增强志愿者的积极性和荣誉感ꎮ 要探索和

推广为志愿者建立保险的制度ꎬ 维护志愿者和

服务对象的合法人身财产权益ꎬ 免除志愿服务

的后顾之忧ꎮ 三要健全法律法规ꎮ 推动 «志愿

服务条例» 尽快出台ꎬ 促进各地各部门完善政

策法规、 制定相关配套办法ꎬ 形成上下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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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ꎮ 认真抓好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的推广

应用ꎬ 逐步实现全国志愿者统一注册、 志愿服

务证统一发放ꎬ 以及服务记录跨地域跨系统的

转移接续ꎮ 要通过信息化建设ꎬ 切实解决志愿

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ꎬ 有效整合资源ꎬ 提

高服务效率ꎮ 近期ꎬ 中宣部、 中组部、 中央文

明办等 １３ 个单位组织开展宣传推选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ꎬ 现在已经进入事迹

展示和群众投票阶段ꎬ 拟于春节后召开学雷锋

志愿服务推进会议ꎬ 交流各地的好经验好做

法ꎬ 揭晓先进名单ꎬ 发挥典型引领作用ꎮ
９. 扎实推进文明旅游工作ꎬ 不断提升公民

旅游文明素质ꎮ 这项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交给中央文明委承担的重要任务ꎮ 文明旅游特

别是出境游ꎬ 不仅体现着公民个人的文明素养

和道德水平ꎬ 也关系着中国形象和国家软实

力ꎮ 去年我国出境公民超过 １ 亿人次ꎮ 在我国

旅游业特别是出境旅游迅速发展的今天ꎬ 迫切

需要提高公民旅游文明素质ꎬ 养成良好的出游

行为习惯ꎮ 一要运用好协调机制ꎮ 切实发挥提

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部际联席会议作

用ꎬ 在组织协调、 调查研究、 检查督导等方面

持续用力ꎬ 推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各地齐心

协力做好文明旅游工作ꎮ 二要坚持国内游出境

游一起抓ꎮ 坚持关口前移、 重心下移ꎬ 切实把

好签约组团、 办证通关、 行前教育、 行程监督

等各环节ꎬ 有针对性开展教育引导工作ꎮ 实施

游客旅游不文明记录管理办法和民航旅客信用

信息记录制度ꎬ 推进依法管理ꎬ 强化公民文明

出游意识ꎮ 三要加强舆论监督ꎮ 协调各级各类

媒体把引导公民文明旅游作为经常性工作ꎬ 既

做好正面宣传ꎬ 推出一批 “最美导游” “最美

游客”ꎬ 发挥典型示范作用ꎬ 也要抓好反面曝

光ꎬ 把那些违反公德、 有伤风化、 损害国家形

象的种种丑态公之于众ꎬ 形成警示效应ꎮ 特别

要在元旦春节、 暑假、 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

点ꎬ 形成宣传规模和声势ꎮ
１０. 深入开展网络文明建设ꎬ 让网络空间

更加清朗ꎮ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ꎬ 对精神文

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ꎬ 也带来了新的机遇ꎮ
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主动适应这个大趋势大潮

流ꎬ 坚持 “正能量是总要求、 管得住是硬道

理”ꎬ 把网络作为重要工作阵地和传播渠道ꎬ
积极倡导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ꎬ 在网上唱响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ꎮ 一要大力传播

社会正能量ꎮ 加强网上思想阵地建设ꎬ 实施网

络内容建设工程ꎬ 加大网上正面宣传力度ꎬ 发

展健康向上网络文化ꎬ 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

动ꎬ 积极扩展红色地带、 有效转化灰色地带、
坚决打击黑色地带ꎮ 二要加强对网络的依法管

理ꎮ 着力净化网络环境ꎬ 在内容审查、 信息发

布、 队伍建设、 人员准入等方面制定严格管理

办法ꎬ 全面落实网站主体责任ꎬ 切实做到配好

刹车再上路、 修好堤坝再蓄水ꎮ 三要广泛开展

网络公益活动ꎮ 互联网日益成为公益活动的重

要平台ꎮ 要推动各级各类网站开展扶贫济困、
扶老助残、 慈善捐助、 救灾助学、 义务献血、
环保宣传等网络公益活动ꎬ 强化网站社会责

任ꎬ 吸引网民广泛参与ꎬ 让公益正能量传导到

网络的每个角落ꎬ 让网络公益弥漫网络空间ꎮ
要建好用好中国文明网ꎬ 坚持标准保持格调ꎬ
办出质量办出水平ꎬ 不断增强权威性和公信力

影响力传播力ꎮ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张覆盖全

国的文明大网ꎬ 充分发挥网络在精神文明建设

中的作用ꎬ 因此ꎬ 希望各地文明办要高度重视

对本地文明网的建设ꎬ 加大投入力度ꎬ 强化责

任意识ꎬ 强化使用意识ꎬ 强化管理意识ꎬ 真正

做到用得上、 管得住、 能发展ꎬ 善于运用互联

网新技术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现新的

突破ꎮ
四、 加大力度、 真抓实干ꎬ 进一步提高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

２０１６ 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任务繁重、 责任

重大ꎮ 做好今年工作的任务要求已经明确ꎬ 关

键是要抓好落实ꎮ 要提高思想认识、 明确思路

举措、 完善体制机制、 加强队伍建设ꎬ 以良好

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ꎬ 推动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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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落到实处ꎮ
１. 做好规划安排ꎮ 现在ꎬ 各地正在按照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ꎬ 研究制定本地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 规划ꎬ 中央有关部门

也在制定 “十三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ꎮ 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ꎬ 在广泛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ꎬ 摸实情、 求实招ꎬ 加强顶层设计

和战略谋划ꎬ 明确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精神

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 主要目标、 主攻方向、
重点任务、 重大举措、 重大工程ꎬ 与各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 规划相衔接、 相配

套ꎮ 今年是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颁布 ３０ 周年ꎬ 是十四

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

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颁布 ２０ 周年ꎮ 按照中央要

求ꎬ 我们将着手研究起草加强和创新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的指导性意见ꎬ 对大力推动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ꎬ 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部署ꎮ 下一步我们将开

展深入调研ꎬ 希望各地文明办积极支持配合做

好相关工作ꎮ
２. 突出工作重点ꎮ 文明办工作面广线长点

多ꎬ 不可能十个指头一般长去抓ꎮ 多年的实践

表明ꎬ 集中力量办好影响大、 作用大、 群众满

意的实事ꎬ 工作就会有好的社会反响ꎬ 就能在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体现我们的工作价值ꎮ 要

坚持用抓重点工程、 项目化运作的办法来推动

工作ꎬ 抓重点带一般、 抓关键促全面ꎮ 要把各

项重点工作摆上日程ꎬ 列出时间表、 画出路线

图、 明确责任状ꎬ 扎实有序推进ꎬ 确保完成

任务ꎮ
３. 加强统筹协调ꎮ 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ꎬ 必须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群齐抓共

管、 文明委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

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ꎮ 要发挥

好文明委组织协调的制度优势ꎬ 加强顶层设

计ꎬ 加强工作指导ꎬ 加强监督检查ꎬ 推动各成

员单位恪尽职守、 分工负责、 形成合力ꎮ 各级

文明办作为文明委的办事机构ꎬ 要加强与文明

委各成员单位的联系沟通ꎬ 切实履行好联络、
协调、 督促、 服务的工作职能ꎮ

４. 强化队伍建设ꎮ 精神文明建设要强起

来ꎬ 首先干部队伍要强起来ꎮ 做好工作ꎬ 关键

在人ꎮ 多年来ꎬ 文明办系统广大同志兢兢业

业、 任劳任怨ꎬ 想干事、 会干事、 能干成事ꎬ
赢得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认

可ꎮ 我们要继续抓好干部队伍建设ꎬ 按照 “讲
政治、 管队伍、 守纪律” 的要求ꎬ 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ꎬ 自觉践

行 “三严三实”ꎬ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ꎬ
做到对党忠诚、 个人干净、 敢于担当ꎬ 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ꎮ 文明办工作直接面对群众ꎬ 往往

琐碎具体ꎬ 同志们在抓好工作的同时ꎬ 要加强

宏观思考ꎬ 善于把握规律ꎬ 强调学习以提高素

养ꎬ 强调调研以了解实情ꎬ 强调落实以改进作

风ꎬ 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ꎮ 要加强党

性锤炼和廉政建设ꎬ 始终不放纵、 不越轨、 不

逾矩、 不触红线、 不碰高压线ꎬ 严格按纪律规

矩、 制度程序办事ꎬ 防止滥用手中的测评权、
话语权ꎬ 切实把文明办队伍打造成具有铁一般

信仰、 铁一般信念、 铁一般纪律、 铁一般担当

的队伍ꎮ 为认真贯彻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 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ꎬ 中央文

明办制定了 «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十不” »ꎬ
这里ꎬ 我代表中央文明办郑重表示ꎬ 诚恳希望

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严格监督ꎬ 我们和各级

文明办的同志一起努力ꎬ 有守有为有担当ꎬ 为

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同志们ꎬ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按照中央文明委决策部

署ꎬ 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ꎬ 奋发有为、
扎实工作ꎬ 不断开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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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
推进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夏伟东

这次 “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

推进会”ꎬ 是按照中央文明委年初工作安排ꎬ
经中宣部领导批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ꎮ 中央

文明委领导对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非常重

视ꎮ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文明委主任刘云山

同志在今年初召开的中央文明委第四次全体会

议上ꎬ 强调要实施好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项目ꎮ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

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 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奇

葆同志去年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上ꎬ 要求各地都要重视起来ꎬ 把建设乡村学校

少年宫的事情办好ꎬ 为农村孩子搭建快乐学

习、 健康成长的平台ꎬ 并亲自审定 “十三五”
时期项目建设安排ꎮ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ꎬ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

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总结 “十二五” 时期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实施情况ꎬ 交流推广好经验好做

法ꎬ 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ꎬ 安排部署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任务ꎮ
刚才ꎬ 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致辞ꎬ 充分体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
文明办对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视和支持ꎬ 充分体

现了四川省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信心和

决心ꎮ ６ 个地方的同志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各自

的做法和经验ꎬ 贵州省黔东南州代表贫困地区

就结合脱贫攻坚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作了

发言ꎮ 几位同志讲得很具体、 很深刻ꎬ 值得大

家学习借鉴ꎮ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吕玉刚

同志对下一步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提出明

确要求ꎬ 希望大家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ꎮ 下

面ꎬ 我就做好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

规划实施工作讲几点意见ꎮ
一、 进一步巩固经验成果ꎬ 始终保持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的良好态势

“十二五” 时期ꎬ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

下ꎬ 经国务院批准ꎬ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

育部联合组织实施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ꎮ 五年来ꎬ 各级文明办和

财政、 教育部门高度重视ꎬ 切实把这项工作作

为一项民心工程、 育人工程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精心谋划布局ꎬ 强化功能定位ꎬ 狠抓规范管

理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实现了从开创性建设

到跨越式发展、 从示范性带动到成规模推进ꎬ
农村未成年人校外活动阵地建设取得历史性突

破ꎬ 极大地丰富拓展了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的载体平台ꎮ 回顾五年来的工作ꎬ 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效:
１. 场所建设全面推进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覆

盖面不断扩大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累计投入 ３３ ８５ 亿元ꎬ 支持各地建设乡村

学校少年宫 １ ２ 万所ꎬ 示范带动各地采取多种

方式自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２ 万余所ꎮ 目前ꎬ 全

国共有不同规模的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 ２ 万余所ꎬ
平均每个乡镇有 １ 所中央支持或地方自建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ꎬ 其中东部地区平均每个乡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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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１ ５ 所ꎬ 中部地区每个乡镇接近 １ 所ꎬ 西部

地区也有超过一半的乡镇有了乡村学校少年

宫ꎮ 全国文明城市都已经实现了所有乡镇全覆

盖ꎬ 绵阳市、 张家港市等部分市县还实现了所

有农村学校全覆盖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从无到

有ꎬ 由点及面ꎬ 极大改变了过去未成年人校外

活动场所扎堆城市、 农村课外活动阵地缺乏的

状况ꎬ 优化了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布局ꎬ 为

广大农村少年儿童提升综合素质创造了良好

条件ꎮ
２. 活动内容不断丰富ꎬ 农村未成年人课外

文化生活得到充实ꎮ 各地坚持以乐促智、 以技

促能、 以德育人的基本理念ꎬ 注重结合本地实

际和未成年人兴趣爱好ꎬ 指导乡村学校少年宫

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ꎮ “十二五” 期间ꎬ 中央

支持建设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一般都有 ２０ 个左

右的活动项目ꎬ 涵盖德育、 文艺、 体育、 科

普、 手工、 技能等多个门类ꎬ 一些地方还打造

了富有地域特色、 民族特色的品牌活动ꎮ 坚持

基础性、 普及性的基本原则ꎬ 面向所有在校学

生ꎬ 着眼学生的普遍需求ꎬ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体娱乐活动、 力所能及的技能培训活动、
内容鲜活的道德实践活动ꎮ 我们调查了解到ꎬ
各地乡村学校少年宫学生参与率普遍在 ８０％以

上ꎮ 坚持就地、 就近、 就便组织活动的基本要

求ꎬ 利用平日放学后、 节假日和寒暑假ꎬ 依托

学校场地开展活动ꎬ 依靠本校教师组织辅导ꎬ
与学生的读书学习、 校园生活融为一体ꎬ 帮助

和引导农村少年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 快乐成长ꎮ 家长们形象地反映ꎬ 现在农村

学生也能像城市学生一样在少年宫中活动ꎬ 实

现了他们小时候渴盼而不能实现的进少年宫的

梦想ꎬ 农村学生的课外生活变得充实了、 有

趣了ꎮ
３. 制度机制逐步建立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管理日趋规范ꎮ 五年来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逐步形成了由文明委统筹指导ꎬ 文明办牵头

负责ꎬ 财政和教育部门共同推进ꎬ 文明委成员

单位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ꎮ 中央文

明委出台指导性意见进行宏观部署ꎬ 中央文明

办、 财政部、 教育部制定一系列文件做好顶层

设计、 提供政策扶持ꎬ 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工作纳入文明城市和文明村镇创建、 纳入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组织领导力度、 工作推进

力度不断加强ꎮ 各地强化工作落实ꎬ 制定项目

实施办法ꎬ 建立考核评估制度ꎬ 形成长效扶持

机制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实现了有安排部

署、 有实施流程、 有督促检查、 有奖惩激励ꎬ
各项工作走上制度化、 规范化的轨道ꎮ 各项目

学校成立专门管理机构ꎬ 明确辅导员、 管理员

岗位职责ꎬ 出台器材管理、 活动管理等各项规

章制度ꎬ 有力有效地保障了乡村学校少年宫日

常运转和活动开展的规范有序ꎮ
４. 平台作用日益显现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品

牌效应有效发挥ꎮ 各地在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

开展活动中ꎬ 突出思想道德内涵ꎬ 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广泛开展 “我
的中国梦”、 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学习和争做

“美德少年”、 优秀童谣传唱等主题实践活动ꎬ
学校德育工作不断强化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德

育平台作用日趋明显ꎮ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把

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有效衔接起

来ꎬ 聘请家长、 校外辅导员参与组织活动ꎬ 促

进家校互动、 校社互动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三结合” 教育网络沟通平台作用逐步显现ꎮ
推动项目学校开门办少年宫ꎬ 调动社会各方面

力量关心关爱农村未成年人ꎬ 引导有关部门和

单位把科普、 环保、 体育等资源投向农村学

校ꎬ 带动农村教育资源的集聚整合ꎬ 乡村学校

少年宫的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资源平台

作用日益突出ꎮ 总的看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得到

社会的高度评价ꎬ 逐步成为学生高兴、 家长欢

迎、 群众满意的课外活动阵地ꎬ 成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实事工程和知名品牌ꎮ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ꎬ 也要清醒看到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

问题ꎮ 一是覆盖面还不够大ꎬ 中央项目和地方

自建项目加在一起ꎬ 仅仅覆盖全国 ２２ ９ 万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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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农村学校的 １４％ꎻ 二是辅导员队伍比较缺

乏ꎬ 一些贫困、 偏远地区农村学校缺乏专业教

师ꎬ 校外辅导员队伍不够稳定ꎬ 难以满足开展

活动的需要ꎻ 三是运转保障不够有力ꎬ 活动安

排缺乏硬性约束ꎬ 激励制度和考评制度还没有

真正落到实处ꎬ 等等ꎮ 这些都说明ꎬ 推进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我们还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

务ꎬ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ꎬ 必须在巩固已有成

果的基础上ꎬ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更加务实的

作风ꎬ 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ꎮ
二、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ꎬ 准确把握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当前ꎬ 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ꎮ “十三五” 时期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ꎬ 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奋斗

目标ꎬ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ꎬ 聚焦国家 “十三五” 规划纲要ꎬ 准确把握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ꎬ 进

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ꎬ 增强做好工作的责

任感紧迫感ꎮ
１. 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是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需要ꎮ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ꎬ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ꎬ 切实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这就要求我

们凡事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ꎬ 把

工作的重心放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为群众

所欢迎的事情上ꎬ 千方百计为人民造福ꎮ 人们

常说 “再苦不能苦孩子ꎬ 再穷不能穷教育”ꎮ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ꎬ 牵动亿万家长的心ꎬ 涉

及亿万家庭的幸福ꎬ 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ꎮ 在 ２ ３８ 亿个农村家庭中ꎬ 不管是富裕的ꎬ
还是贫困的ꎬ 都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接受更好的教育ꎮ 但由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相

对薄弱ꎬ 农村未成年人所能享受的教育条件和

文化服务还较为落后ꎬ 难以满足家长们和孩子

们的渴求ꎮ 特别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

移ꎬ 农村留守儿童逐年增多ꎬ 在外务工的家长

担心孩子成长却心有余而力不足ꎮ 建设乡村学

校少年宫ꎬ 把农村孩子们吸引进来、 组织起

来ꎬ 为他们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ꎬ 既实现了家长希望孩子获得更好培养教育

的愿望ꎬ 又帮助解决了他们担心孩子失管失教

的心头事ꎬ 受到农村群众的热烈欢迎ꎮ 经过

“十二五” 的成功实践ꎬ 广大农村家长和学生

对乡村学校少年宫有了更大的期待、 更高的要

求ꎬ 希望乡村学校少年宫覆盖面更广、 活动内

容更丰富ꎬ 有更多农村未成年人能从中受益ꎮ
今年全国两会上ꎬ 有政协委员专门提案ꎬ 希望

国家进一步加大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力度ꎬ 努

力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ꎮ 我们要积极回应广大

农村学生、 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呼声ꎬ 切实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真诚关心农村未成

年人的成长成才ꎬ 争取更多的支持ꎬ 投入更大

的力量ꎬ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更好更快地

发展ꎮ
２. 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是实现国民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需要ꎮ 国民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目标ꎮ 实现这个目标ꎬ 必须抓住根本、
打牢基础ꎬ 从小抓起ꎬ 从学校抓起ꎮ 我国 ２ ９９
亿未成年人ꎬ 绝大部分是在乡镇农村ꎮ 只有提高

农村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健康素质ꎬ 才能实现未成年人整体素质的提高ꎬ
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ꎮ 但长

期以来ꎬ 农村学校由于受教育理念、 办学条件、
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制约ꎬ 综合素质的培养一直

是块短板ꎮ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 ２０１２ 年对 ９ 个中

西部省份贫困地区调查ꎬ 农村的小学生中ꎬ ４３％
没有美术用品ꎬ ４８％没有体育用品ꎬ ７９％没有音

乐用品ꎻ 农村学校开设音体美课程的ꎬ ８６ ７％没

有专职音乐教师ꎬ ８４ ８％没有专职体育教师ꎬ
８７％没有专职美术教师ꎮ 近几年ꎬ 这个状况虽然

有所改善ꎬ 但还没有实现根本性扭转ꎮ 同时ꎬ 农

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一直缺少良好载体ꎬ
工作阵地薄弱ꎬ 育人手段单一ꎬ 成长环境始终与

城市存在较大差距ꎮ 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改善

农村学校的软件硬件ꎬ 为农村未成年人健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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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ꎬ 是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有力抓手ꎬ 是提升农村未成年人

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ꎮ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农

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局面ꎬ 为全面

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做好基础工作、
发挥更大作用ꎮ

３. 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是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的需要ꎮ 确保到 ２０２０ 年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小康不小康ꎬ 关键看老

乡ꎬ 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ꎮ” “扶贫必

先扶智ꎮ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ꎬ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ꎬ 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重要途径ꎮ”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ꎬ 要求我们在做好物质扶贫的同时加大精神

扶贫、 文化扶贫的力度ꎬ 特别是要把贫困地区

的孩子培养出来ꎬ 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脱

贫问题ꎮ 在贫困地区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ꎬ 为这些地方的孩子们打开希望之窗ꎬ 让他

们都能参与到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ꎬ 享受到

尽可能公平、 有质量的素质教育ꎬ 是落实脱贫

攻坚任务的重要体现ꎬ 是不让农村孩子们输在

起跑线上的重要举措ꎮ 从目前情况看ꎬ 贫困地

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还明显不足ꎮ “十二五”
时期ꎬ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的乡村学

校少年宫覆盖了全国 ３６ ７％的乡镇ꎬ 但在 ８３２
个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和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只覆盖了 ３１ ３％的乡镇ꎬ
两者相差超过 ５ 个百分点ꎻ 各地自建乡村学校

少年宫总数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６１ ２％ꎬ 在贫困

地区 自 建 的 数 量 仅 占 贫 困 县 乡 镇 总 数 的

２１ ４％ꎬ 两者相差近 ４０ 个百分点ꎮ “十三五”
期间ꎬ 我们必须重点支持贫困县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ꎬ 推动教育、 文化、 体育等各类资源向

贫困地区倾斜ꎬ 以实际行动参与脱贫攻坚战ꎮ
三、 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ꎬ 努力形成科学

合理的农村未成年人综合素质培养阵地布局

今年是实施 “十三五”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第一年ꎬ 中央文

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专门制定了 «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规划实施方案»ꎬ 在

总结过去五年经验的基础上ꎬ 对新一轮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进行规划部署ꎮ 各地要认真落实

好规划方案ꎬ 加强统筹协调ꎬ 做好 “三个相结

合”ꎮ
一是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与落实脱贫攻

坚任务相结合ꎮ 在研究制定 “十三五” 规划方

案时ꎬ 我们确定把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作为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ꎬ 计划到 ２０１８ 年ꎬ
实现国家贫困县 ９０％的乡镇都有 １ 所乡村学校

少年宫ꎬ 中央支持建设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要覆

盖 ５６％的乡镇ꎮ 为完成这个目标ꎬ 各地要重点

保障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特别是

国家贫困县涉及的 ２２ 个省 (区、 市)ꎬ ２０１６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度的项目指标要优先用于贫困县ꎬ 其

中今年要拿出不少于 ７５％的指标分配给贫困

县ꎮ ２２ 个省 (区、 市) 的省级自建项目也要向

贫困县倾斜ꎬ 并指导贫困地区以中央、 省级项

目为示范ꎬ 采取多种方式做好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ꎮ 经济发达的省份、 省内经济发达地区要

加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联建互助ꎬ 通过师资援

助培训、 少年宫结对共建、 文明单位定点扶贫

等方式ꎬ 支持贫困县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与

发展ꎬ 确保实现 “十三五” 规划方案提出的建

设目标ꎮ
二是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与加强社会资

源整合相结合ꎮ 要积极整合区域内各类文化阵

地资源ꎬ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与乡镇综合文化

站、 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农家书屋等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实现活动共享、 资源互

通ꎻ 鼓励城市青少年宫、 科技馆、 图书馆、 文

化馆等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定期开展 “快乐

大篷车”、 “科技馆进校园”、 “图书漂流” 等

活动ꎬ 进一步丰富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形式

和内容ꎮ 要注重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平台优

势ꎬ 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为带动ꎬ
引导有关部门和单位把地方文化惠民工程、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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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各行业惠农项目ꎬ 以及公益慈善项目中服

务农村未成年人的资源整合到这个平台上ꎬ 引

导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把资金、 资源投入到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上ꎬ 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

效应ꎬ 更好地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质

量ꎮ 要重视网络资源的重要作用ꎬ 抓住 “互联

网＋” 蓬勃发展的契机ꎬ 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

资源共享网络平台建设ꎬ 推广使用未成年人课

外活动网络资源包ꎬ 用好多媒体远程教学设

备ꎬ 使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享受到更多优质

教育资源、 文化资源ꎮ
三是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与构建校外活

动场所网络相结合ꎮ 构建校外活动场所网络ꎬ
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ꎬ 乡

村学校少年宫是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重要

组成部分ꎮ 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要立足农

村、 统筹城乡、 以城带乡ꎬ 注重与中小学生示

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青少年宫、 儿童活动中

心、 科技馆等各类校外活动场所的互联互通、
互动互补ꎮ 要推动城市校外活动场所向乡村学

校少年宫辐射延伸ꎬ 在活动资源、 辅导员队伍

等方面弥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不足ꎮ 如上海建

立了少年宫联盟ꎬ 依托城市品牌少年宫ꎬ 为乡

村学校少年宫设计活动项目、 提供示范教学、
组织调配师资力量、 培训辅导员队伍ꎬ 这是一

个很好的探索ꎬ 值得各地学习借鉴ꎮ 要将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纳入各级校外教育工作体系ꎬ
做好与本地校外教育发展规划的衔接ꎬ 做到与

各类校外活动场所使用管理同安排、 同部署ꎬ
实现乡村学校少年宫可持续发展ꎮ

四、 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ꎬ 切实把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任务

十分繁重ꎬ 特别是随着少年宫数量不断增多ꎬ
管理难度越来越大ꎬ 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ꎬ 加强统筹协调ꎬ 用规范的制度、 严格的管

理、 灵活的机制ꎬ 保障 “十三五” 时期的建设

任务落实到位ꎬ 已建成的乡村学校少年宫更好

地发挥作用ꎮ

１. 不断完善分工负责、 协调配合的组织领

导体系ꎮ 要坚持文明委统筹指导、 文明办牵头

负责、 财政和教育部门共同推进、 文明委成员

单位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ꎬ 着力在

落实职责分工、 加强协同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上下功夫ꎮ 各级文明委要高度重视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管理工作ꎬ 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ꎬ 定

期研究解决实际工作中带有长期性、 普遍性、
机制性的问题ꎬ 指导推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

面共同做好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ꎮ 文明办、 财

政和教育部门是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主管部

门ꎬ 要相互配合、 积极协作ꎬ 共同做好项目实

施的各项工作ꎮ 文明办要认真履行组织协调职

责ꎬ 会同财政、 教育等部门做好建设规划、 资

源整合、 项目培训、 活动指导、 检查考核、 经

验总结等方面的工作ꎻ 财政部门要加强项目资

金的监管ꎬ 认真做好预算管理和执行工作ꎬ 确

保专款专用ꎬ 发挥资金最大效益ꎻ 教育部门要

加强业务指导ꎬ 规范项目学校做好设施修缮、
器材选配、 活动组织、 队伍建设、 日常管理等

工作ꎮ 文明委各成员单位有着丰富的社会资

源ꎬ 要调动好他们的积极性ꎬ 发挥好他们在推

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中的优势ꎬ 为乡村学校

少年宫提供物质支持、 活动阵地和师资力量ꎮ
２. 突出抓好项目建设中的重点工作环节ꎮ

“十三五” 时期将新建 ８０００ 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ꎬ 新建项目数量比 “十二五” 时期有所减

少ꎮ 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很大一部分用于补

贴已建成项目ꎬ 分配给各省的资金总量是增加

的ꎬ 各地承担的管理任务也是增加的ꎮ 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一般当年建设当年完成ꎬ 特别是

今年的项目启动较晚ꎬ 建设周期更短、 工作任

务更重ꎬ 必须抓住关键环节ꎬ 确保任务按时完

成ꎮ 重点要抓五个环节: 一是组织好新建项目

学校校长业务培训ꎮ 集中学习政策文件ꎬ 组织

现场观摩学习ꎬ 使大家掌握建设要点、 熟知运

转模式ꎬ 真正明白乡村学校少年宫如何建、 如

何用、 如何管ꎬ 避免走弯路ꎮ 二是配备好设施

器材ꎮ 提前做好调研ꎬ 准确了解学生兴趣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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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教师专业专长、 周边人才资源ꎬ 配备符合

学校实际、 学生利用率高的活动器材ꎬ 关键在

实用ꎬ 确保能够用得上、 用得好ꎮ 三是组建好

辅导员队伍ꎮ 在发挥好学校教师骨干作用的基

础上ꎬ 注重运用志愿者特别是专业志愿者的力

量ꎬ 采取聘请、 交流、 共建等方式ꎬ 把学校周

边的民间艺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文体

骨干、 大学生村官、 “五老” 人员等纳入校外

辅导员资源库ꎬ 通过特岗计划等途径为项目学

校引进一批留得下、 稳得住的一专多能人才ꎬ
采取对口联系、 下乡巡教等方式推动城市专业

教师到乡村学校少年宫支教ꎬ 努力充实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辅导员力量ꎮ 四是开展好各项活

动ꎮ 将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列入课程表ꎬ 建立

经常化、 规范化的活动制度ꎬ 把农村未成年人

组织起来ꎬ 广泛开展 “我的中国梦”、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等形式多样的道德实践

活动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 力所能

及的技能培训活动ꎬ 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ꎬ 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ꎮ 五是管理好

项目资金ꎮ 牢牢把好资金使用关ꎬ 加强监督检

查ꎬ 落实政府采购有关规定ꎬ 做好使用情况公

示ꎬ 确保把每一分钱都用于少年宫ꎬ 坚决避免

出现浪费现象ꎬ 更要坚决杜绝腐败问题ꎬ 把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成阳光工程、 示范工程ꎮ
３.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ꎮ 健全完善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的制度机制ꎬ 既是巩固发展 “十二

五” 建设成果的需要ꎬ 也是指导推进 “十三

五” 工作开展的需要ꎮ 为实施好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ꎬ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在联合

制定 “十三五” 规划方案的同时ꎬ 还专门制定

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办法ꎮ 这三个文件是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基础性文件ꎬ 是建好管好

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行动指南和制度保障ꎮ
各地要结合实际ꎬ 抓紧制定出台本地规划方案

和项目管理办法、 资金管理办法ꎬ 把三部门文

件明确的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ꎮ 要推广河

南、 青海等地建立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学校资

源库的成功做法ꎬ 以省 (区、 市) 为单位ꎬ 建

立项目学校资源库制度ꎬ 将自愿申报又符合条

件的学校纳入资源库ꎬ 准确掌握学生规模、 寄

宿生比例、 留守儿童比例等基础数据ꎬ 使项目

选址更加精准、 项目布局更为合理、 项目作用

更好发挥ꎮ 要完善教师辅导员激励机制ꎮ 创造

条件让有专长的教师参与少年宫的活动辅导ꎬ
让他们施展所长、 教学相长ꎻ 为教师辅导员提

供更多学习机会ꎬ 优先推荐优秀辅导老师参加

“国培计划” 和 “省培计划” 的培训项目ꎬ 利

用运转补助资金支持表现突出的辅导老师参加

专长培训ꎬ 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和辅导水平ꎮ
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待遇ꎬ 积极探索教师辅

导员工作补贴的解决方式ꎬ 试行将教师辅导员

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情况和效果纳入绩

效考核ꎬ 并与教师评优评先、 职称评定等挂

钩ꎬ 增强他们的荣誉感、 获得感ꎬ 激励他们安

心做好辅导员工作ꎮ
４. 强化项目动态管理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点

多面广、 规模不同、 类型多样ꎬ 需要探索建立

有效的管理办法ꎬ 规范日常运行、 激发项目活

力ꎮ 各地要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建设项目管理

平台的经验ꎬ 积极探索加强项目动态管理的好

办法ꎮ 中央文明办要在完善 “十二五” 时期

“一校一档” 工作的基础上ꎬ 依托中国文明网

建立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平台ꎬ 对设施器

材配备、 辅导员队伍构成、 活动项目设置、 活

动开展情况等进行收集并定期更新ꎬ 实现项目

实时监管、 数据量化分析、 活动动态展示、 经

验交流分享ꎬ 推动项目学校始终保持良好工作

状态ꎮ 各地要全面落实乡村学校少年宫考核评

估工作ꎬ 根据过去的实施情况和新的文件要

求ꎬ 认真修改完善考核评估标准ꎬ 严格执行分

级考评ꎬ 省一级每年要进行抽查ꎬ 地市一级要

进行普查ꎬ 县一级要开展经常性的督查指导ꎬ
并将考评结果与运转补助挂钩ꎬ 采取以奖代补

的方式ꎬ 激励先进、 鞭策后进ꎮ 要把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管理工作ꎬ 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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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列为精神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ꎬ 作为

评选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和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的重要依据ꎮ 要把乡

村学校少年宫辅导员、 管理员等工作者ꎬ 纳入

各级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和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的评选ꎮ 要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管理使用情

况纳入学校教育管理评估体系ꎬ 与学校和校长

的考核结果挂钩ꎬ 督促校长将乡村学校少年宫

工作与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结合起来ꎬ 推动乡村

学校少年宫与教育事业同步发展、 同步提高ꎮ
同志们ꎬ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的任务已经明确ꎬ 让我们共同努力ꎬ 打好

开局之年第一仗ꎬ 推动兴起新一轮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的高潮ꎬ 不断开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５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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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９ 日)

夏伟东

近年来ꎬ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要求ꎬ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会同工商、 网信、 工信、 住建、 交

通、 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强力推进公益广告工

作ꎬ 多次召开工作会议ꎬ 印发实施意见ꎬ 精心组

织制作刊播ꎬ 积极推动制度建设ꎬ 充分发挥文明

城市测评这个 “指挥棒” 作用ꎬ 不断把公益广

告宣传引向深入ꎬ 取得比较明显成效ꎮ
一是价值引领鲜明有力ꎮ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贯彻落实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ꎬ 紧紧围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ꎬ 紧紧围绕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ꎬ 紧紧围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紧扣理想信

念、 爱党爱国、 传统美德、 文明新风等重点选

题ꎬ 汇集创作力量ꎬ 推出优秀作品ꎬ 广泛刊载

传播ꎬ 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流价值ꎬ 为加强

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二是广告作品极大丰富ꎮ 中宣部、 中央文

明办等部门组织专业力量集中创作ꎬ 广泛征集

评选优秀作品ꎬ 发布通稿 ６２００ 余幅ꎬ 向各地征

集作品 ８５００ 多件ꎬ 已经建立了内容比较丰富的

公益广告作品库ꎮ 各地也采取有力举措ꎬ 推出

一大批富有创意、 各具特色的公益广告ꎬ 引导

人们在欣赏公益广告中感受美德熏陶ꎬ 传承文

明新风ꎮ
三是刊播展示规模空前ꎮ 人民日报、 中央

电台、 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ꎬ 持续拿出重要版面和时段刊播公

益广告ꎬ 声势强大ꎬ 影响广泛ꎮ 其中ꎬ 仅中央

电视台每年刊播公益广告的时段换算商业广告

价值就达 ３０ 亿元ꎮ 地方报刊、 电台电视台、 网

站和手机平台以及楼宇电视、 公交电视持续跟

进ꎬ 形成联动效应ꎮ 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城市

基本实现了公共广场、 主要干道、 建筑围挡、
公园景区、 街道社区、 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全

方位覆盖ꎬ 公益广告遍布大街小巷ꎬ 成为城市

乡村的一道亮丽风景ꎬ 融入人们日常生活ꎬ 产

生良好社会效果ꎮ
四是长效机制不断完善ꎮ 中央文明办积极

协调推动公益广告法律规章建设ꎬ 在全国人大

修订 «广告法» 时ꎬ 推动增加促进公益广告发

展的专门条款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 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 «广
告法»ꎬ 其中第七十四条明确规定 “国家鼓励、
支持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活动ꎬ 传播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倡导文明风尚ꎻ 大众传播媒介有义

务发布公益广告ꎻ 广播电台、 电视台、 报刊出

版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版面、 时段、 时长发布

公益广告ꎮ” 中央文明办还会同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

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 ６ 部门制定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

办法»ꎬ 以部门令的形式公布ꎬ 自今年 ３ 月 １ 日

起正式施行ꎬ 为推进公益广告宣传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总的看ꎬ 公益广告宣传已经遍及各类媒体

媒介ꎬ 覆盖城市公共空间ꎬ 形成强大声势ꎬ 发挥

了普及主流价值、 凝聚社会共识、 传播文明理

念、 振奋人们精神、 引领时代新风的重要作用ꎮ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ꎬ 还应清醒看到ꎬ 公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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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宣传还存在不少 “瓶颈” 和 “短板”ꎮ 如ꎬ 思

想认识不到位ꎬ 一些地方和媒体考虑自身利益

多ꎬ 算经济账多ꎬ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少ꎬ 舍不得

拿出主要版面、 黄金时段、 显著位置刊播展示公

益广告ꎮ 工作推进不平衡ꎬ 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

城市与其他城市工作力度差异较大ꎬ 城市与农

村公益广告覆盖差距较大ꎬ 党报党刊电台电视

台与小报小刊及新兴媒体刊播数量差别较大ꎬ
特别是户外公益广告数量和布局还不令人满意ꎮ
在地方调研时ꎬ 我们发现ꎬ 有些城市几乎看不到

公益广告ꎬ 有些城市中心城区公益广告尚可见

到ꎬ 但郊区和镇街乡村却寥寥无几ꎮ 精品力作不

够多ꎬ 创意单调陈旧、 制作水平不高的问题还不

同程度存在ꎬ 有的流于简单的标语口号ꎬ 有的形

式呆板、 了无新意ꎬ 有的缺少文化品位ꎬ 有的缺

乏地域特色ꎬ 能够打动人心、 让人回味的作品还

不多ꎮ 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ꎬ 采取有效措

施ꎬ 切实加以解决ꎮ 要通过不懈努力ꎬ 把公益广

告宣传提高到新水平ꎮ
下面ꎬ 我就进一步推进公益广告宣传工

作ꎬ 再讲几点意见ꎮ
一、 认识要提高ꎬ 责任要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

公益广告宣传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

处书记、 中央文明委主任刘云山同志指出ꎬ 媒体

公益广告已经成为一大工作亮点ꎬ 要持续抓下

去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

宣部部长、 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奇葆同志亲自

指导公益广告宣传ꎬ 多次作出部署ꎬ 提出明确要

求: 在发挥重要作用上ꎬ 强调公益广告是面向基

层、 面向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ꎬ 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ꎬ
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创新ꎬ 使公益广告越办

越活、 越办越好ꎮ 在突出思想内涵上ꎬ 强调公益

广告作品必须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鲜明的价值

导向ꎬ 能够打动人心、 浸润心灵ꎬ 让人们在潜移

默化中受到教育、 得到提高ꎮ 在加强创意设计

上ꎬ 强调要充分运用各种文化样式和表现形式ꎬ
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设计创作ꎬ 让公益

广告美起来、 动起来、 活起来ꎮ 在加大刊播力度

上ꎬ 强调各级各类媒体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ꎬ 舍

得拿出黄金时段、 重要版面和显著位置ꎬ 常态化

刊播公益广告ꎻ 要用好用活公益广告ꎬ 生动活泼

地开展宣传ꎬ 进一步加大刊播力度ꎬ 推动公益广

告走进城乡基层ꎬ 形象生动地传播社会正能量ꎮ
在建立长效机制上ꎬ 强调要完善公益广告法律

政策ꎬ 研究制定扶持公益广告的财政、 税收等政

策ꎬ 促进公益广告宣传制度化长效化ꎮ 奇葆同志

还特别强调ꎬ 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是创建文明城

市的基本动作ꎮ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ꎬ 阐明

了公益广告宣传的目标任务ꎬ 提出了工作要求ꎬ
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ꎬ 是我们做好工作的重

要遵循ꎮ 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

指示精神ꎬ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ꎬ 把公益广告

宣传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ꎮ
实践证明ꎬ 公益广告以其传播快、 覆盖广

的优势ꎬ 感染力强、 贴近群众的特点ꎬ 在宣传普

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唱响主旋律ꎬ 传播正能

量ꎬ 彰显正确道德观念ꎬ 培育文明社会风尚等方

面ꎬ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ꎬ 成为精神文明

建设的响亮品牌ꎮ 特别是去年以来ꎬ 新 «广告

法» 中增加了促进公益广告发展的专门条款ꎬ
有关部门颁布了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

法»ꎬ 为公益广告宣传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很好

条件ꎮ 我们要巩固发展良好的工作态势ꎬ 以贯彻

落实新 «广告法» 和 «暂行办法» 为有利契机ꎬ
把公益广告宣传不断引向深入ꎮ

二、 主题要鲜明ꎬ 内容要准确

优秀的公益广告作品能够广为传播、 打动

人心、 产生共鸣ꎬ 关键在于其倡导正确价值理

念ꎬ 蕴含丰厚思想内涵ꎬ 传扬崇高精神品格ꎮ
要牢牢把握宣传主题ꎬ 进一步突出公益广告的

思想道德内涵ꎬ 凝聚奋发向上、 崇德向善的强

大力量ꎮ
一是突出宣传中央重大战略部署ꎮ 要深入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精神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围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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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ꎬ 围绕统筹推

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围绕贯彻落实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ꎬ 展开公益

广告宣传ꎬ 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二是突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益广告宣传的重要主题ꎮ
要反复叫响、 生动阐释 “三个倡导” ２４ 个字ꎬ
引导人们牢牢把握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作

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ꎬ 深刻理解自由、 平

等、 公正、 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ꎬ 自

觉遵守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作为公民层面

的价值准则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

心、 外化于行ꎬ 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

精神支柱ꎬ 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ꎮ
三是突出宣传时代主旋律ꎮ 要大力宣传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ꎬ 结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

年、 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大力开展爱党爱国

爱人民教育ꎬ 充分展示党不懈奋斗的光辉历

程ꎬ 弘扬 “红军不怕远征难” 的革命理想主义

和英雄主义ꎮ 要增强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ꎬ 大力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

好、 改革开放好、 伟大祖国好、 各族人民好、
人民军队好的时代主旋律ꎮ

四是突出宣传中华优秀传统美德ꎮ 要深入

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深刻内涵和时

代价值ꎬ 倡导勤俭、 孝敬、 自强、 厚德、 尚义

等道德理念ꎻ 要大力倡导良好家风ꎬ 传承中华

民族传统家庭美德ꎬ 引导人们注重家庭、 注重

家教、 注重家风ꎬ 树立家国情怀ꎬ 使核心价值

观在家庭亲情里生根ꎮ
五是突出宣传文明新风尚ꎮ 大力倡导志愿

服务ꎬ 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

神ꎬ 将学雷锋与志愿服务结合起来ꎬ 培育有中

国特色的志愿文化ꎻ 大力加强诚信教育ꎬ 倡导

诚实守信社会风尚ꎬ 引导人们讲诚实、 重信

用、 守承诺ꎬ 树立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价值

观念ꎻ 大力倡导文明礼仪ꎬ 生动阐释基础文明

行为规范ꎬ 引导人们在外出旅游、 行路驾车、
网上交流以及公共场合中做到友好礼让、 和谐

相处ꎻ 大力倡导生态文明ꎬ 宣传低碳生活、 绿

色消费、 循环利用的生态文明理念ꎬ 引导人们

节约利用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ꎬ 形成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ꎮ
三、 形式要新颖ꎬ 表达要创新

公益广告不是普通宣传品ꎬ 而是一种特殊

的文化艺术产品ꎬ 必须把思想性、 艺术性、 观

赏性有机结合起来ꎬ 做到吸引人、 打动人、 感

染人ꎮ 要把创新的理念很好体现在公益广告的

策划、 制作之中ꎬ 把公益广告创意、 设计提升

到一个新高度ꎮ
一要富有美感ꎮ 要把公益广告当作艺术精

品打造ꎬ 在润物无声中起到以文化人、 以文育

人的作用ꎮ 要在创意设计上狠下功夫ꎬ 用精巧

的构思、 精美的设计、 精湛的制作ꎬ 使每件作

品的情节、 画面、 语言、 音乐都有很强的视觉

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ꎬ 让人们既受到教育ꎬ 又

有美的享受ꎮ
二要体现时代感ꎮ 要用心研究人们的接受

心理和接受习惯ꎬ 把握时代特征ꎬ 契合生活节

奏ꎬ 适应受众喜好ꎬ 既推出年画、 剪纸、 泥塑

等传统元素的作品ꎬ 也要创作动漫卡通等时尚

元素的作品ꎬ 增强新颖感ꎬ 提高 “回头率”ꎮ
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ꎬ 把静态作品视频

化、 动态化ꎬ 推出更多适应微博、 微信、 微

视、 微电影等传播方式的公益广告ꎬ 增强传播

力影响力ꎮ
三要充满真情实感ꎮ 要站在百姓视角ꎬ 倾

注真挚感情ꎬ 体现人文情怀ꎬ 多运用群众的语

言、 身边的事例、 生活的场景ꎬ 情理交融地表

达思想观念ꎬ 推出更多接地气、 有筋骨、 有温

度的公益广告佳作ꎬ 真正打动人心ꎬ 走进人的

心灵ꎬ 让大家百看不厌、 沉醉其中ꎮ
四要体现地方特色ꎮ 要提倡百花齐放、 风

格多样ꎬ 兼顾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特色ꎬ 与

各地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 与各地的生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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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相结合、 与各地的群众审美情趣相结合ꎬ 充

分运用各种文化样式和表现形式ꎬ 注入地域气

息和特色元素ꎬ 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ꎮ
四、 刊播要扩大ꎬ 覆盖要广泛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第九条、
第十条等条款对于各类广告发布媒介如何刊播

公益广告、 刊播多少公益广告都作了明确规

定ꎬ 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约束性ꎬ 没有模糊余

地ꎮ 这就要求各级主管部门、 各类责任单位把

公益广告刊播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ꎮ
一是传统媒体要发挥主渠道作用ꎮ 各级各

类媒体要拿出黄金时段、 重要版面和显著位置

持续刊播ꎬ 保证应有的版面、 时段、 数量ꎬ 保

持力度热度ꎬ 形成规模声势ꎮ 中央级报刊、 电

台、 电视台尤其要发挥好表率作用ꎬ 进一步加

大公益广告刊播力度ꎮ 地方党报党刊、 电台电

视台和各种都市类、 行业类媒体要结合自身特

点ꎬ 持续刊播公益广告ꎮ
二是新兴媒体要当好生力军ꎮ 互联网、 手

机等新兴媒体要发挥覆盖面广、 传播迅捷、 渗

透力强的优势ꎬ 全方位、 多渠道推送公益广

告ꎮ 要创新传播方式ꎬ 善于运用新技术、 新手

段、 新方式展示公益广告ꎬ 把公益广告传递到

更多的人群之中ꎮ
三是城乡公共空间要营造浓厚氛围ꎮ 要把

公益广告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基本动作ꎬ 覆盖

城乡基层的广场公园、 主要干道、 建筑围挡、
商业街区、 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ꎬ 运用好户外

广告、 展板挂图、 电子屏幕、 楼宇电视、 灯杆

挂旗等渠道和载体展示公益广告ꎬ 把我们倡导

的主流价值和文明新风有机融入各类生活场景

之中ꎬ 让人们抬眼可见、 举足即观ꎮ
四是交通工具和场站要凸显独特作用ꎮ 飞

机内、 火车上以及公交车、 出租车、 地铁等交

通运载工具和机场、 车站、 码头等场站ꎬ 是公

益广告展示的重要场所ꎬ 要大力度、 经常性刊

播公益广告ꎬ 特别要加大文明旅游、 文明出行

的宣传力度ꎬ 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公益广

告ꎬ 形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ꎮ

五、 机制要健全ꎬ 工作要持续

公益广告宣传是一项长期任务ꎬ 需要统筹

各方力量ꎬ 完善政策法规ꎬ 健全工作机制ꎬ 有

效持续推进ꎮ
一要加强制度建设ꎮ 要认真贯彻落实新

«广告法» 和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

法»ꎬ 制定本地区本部门配套实施细则ꎬ 出台

促进公益广告发展的政策及相关激励制度ꎬ 使

公益广告宣传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ꎮ 要建好用

好公益广告作品库ꎬ 提供各类媒体无偿使用ꎬ
实现作品资源共享ꎮ

二要加大投入保障ꎮ 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增

加对公益广告的投入ꎬ 研究制定扶持公益广告

的财政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ꎬ 积极探索通过专项

基金、 企业赞助、 公益捐助等多种渠道筹措公益

广告资金ꎬ 为公益广告宣传提供有力保障ꎮ
三要建立专业队伍ꎮ 要注重公益广告创

意、 设计、 制作、 传播专门人才培养ꎬ 发挥高

校和专业机构作用ꎬ 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ꎬ 加强培训指导ꎬ 形成思想水平高、 设

计能力强的专业队伍ꎬ 为源源不断创作优秀作

品提供有力支撑ꎮ
四要强化工作指导ꎮ 各级文明委、 文明办

要高度重视ꎬ 把公益广告宣传工作摆上重要日

程ꎬ 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特别重要任

务ꎬ 作出周密部署安排ꎬ 加大指导推动力度ꎬ 切

实担负起统筹协调责任ꎻ 工商、 网信、 工信、 住

建、 交通、 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要结合行业管

理ꎬ 加大对公益广告刊播宣传的规划管理力度ꎬ
指导和督促所属所辖媒体媒介刊播公益广告ꎬ
建立考评机制ꎬ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ꎬ 形成同

心协力、 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ꎮ
同志们ꎬ 公益广告宣传责任重大、 大有可

为ꎬ 我们要持续推进、 久久为功ꎬ 为弘扬和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ꎬ 形成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 文明和

谐的社会风尚ꎬ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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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８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ꎬ 是最大

的内需潜力所在ꎬ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ꎬ 也

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发布实施以来ꎬ 各地

区、 各部门抓紧行动、 改革探索ꎬ 新型城镇化

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ꎬ 但仍然存在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 城镇化质量不高、 对

扩大内需的主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问

题ꎮ 为总结推广各地区行之有效的经验ꎬ 深入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ꎬ 现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 三

中、 四中、 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中

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ꎬ 按照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坚持走以人为本、 四

化同步、 优化布局、 生态文明、 文化传承的中

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ꎬ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

心ꎬ 以提高质量为关键ꎬ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

力ꎬ 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ꎬ 加快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ꎬ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ꎬ 制定

完善土地、 财政、 投融资等配套政策ꎬ 充分释

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ꎬ 为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强劲动力ꎮ

坚持点面结合、 统筹推进ꎮ 统筹规划、 总

体布局ꎬ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ꎬ
着力解决好 “三个 １ 亿人” 城镇化问题ꎬ 全面

提高城镇化质量ꎮ 充分发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作用ꎬ 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经验ꎬ 带动

全国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ꎮ
坚持纵横联动、 协同推进ꎮ 加强部门间政

策制定和实施的协调配合ꎬ 推动户籍、 土地、
财政、 住房等相关政策和改革举措形成合力ꎮ
加强部门与地方政策联动ꎬ 推动地方加快出台

一批配套政策ꎬ 确保改革举措和政策落地

生根ꎮ
坚持补齐短板、 重点突破ꎮ 加快实施 “一

融双新” 工程ꎬ 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为核

心ꎬ 以加快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发展和新型城市

建设为重点ꎬ 瞄准短板ꎬ 加快突破ꎬ 优化政策

组合ꎬ 弥补供需缺口ꎬ 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有

序发展ꎮ
二、 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 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ꎮ 围绕

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ꎬ 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ꎬ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

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ꎬ 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

等权利、 履行同等义务ꎮ 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

宽落户条件ꎬ 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ꎬ 允许农业

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ꎬ 优先解决农村学生升

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 在城镇就业居住 ５
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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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落户问题ꎬ 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 技

术工人、 职业院校毕业生、 留学归国人员的落

户限制ꎬ 加快制定公开透明的落户标准和切实

可行的落户目标ꎮ 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ꎬ
其他城市不得采取要求购买房屋、 投资纳税、
积分制等方式设置落户限制ꎮ 加快调整完善超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政策ꎬ 根据城市综合承

载能力和功能定位ꎬ 区分主城区、 郊区、 新区

等区域ꎬ 分类制定落户政策ꎻ 以具有合法稳定

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 参加城镇社

会保险年限、 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ꎬ 建

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ꎬ 重点解决符合条件的普

通劳动者的落户问题ꎮ 加快制定实施推动 １ 亿

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ꎬ 强化地方政府主

体责任ꎬ 确保如期完成ꎮ
(二) 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ꎮ 推进居住证

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ꎬ 保障居住

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有义务教育、 基本公共就

业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以及

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ꎻ 同时ꎬ 在居住

地享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 换

领补领居民身份证、 机动车登记、 申领机动车

驾驶证、 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和申请授予职

业资格以及其他便利ꎮ 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根据本地承载能力不断扩大对居住证持有人的

公共服务范围并提高服务标准ꎬ 缩小与户籍人

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ꎮ 推动居住证持有人享

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住房保障权利ꎬ 将符

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

围ꎮ 各城市要根据 «居住证暂行条例»ꎬ 加快

制定实施具体管理办法ꎬ 防止居住证与基本公

共服务脱钩ꎮ
(三) 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

覆盖ꎮ 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流入地公办学校

为主接受义务教育ꎬ 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为主接受学前教育ꎮ 实施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 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

学生流动可携带政策ꎬ 统筹人口流入地与流出

地教师编制ꎮ 组织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

划ꎬ 每年培训 ２０００ 万人次以上ꎮ 允许在农村参

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

系ꎬ 加快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医疗费用

结算制度ꎮ
(四) 加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

机制ꎮ 切实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

益ꎮ 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挂钩政策ꎬ 实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ꎬ 中央预算内

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

城镇倾斜ꎮ 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出台相应配套政

策ꎬ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ꎮ
三、 全面提升城市功能
(五) 加快城镇棚户区、 城中村和危房改

造ꎮ 围绕实现约 １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 城

中村和危房改造目标ꎬ 实施棚户区改造行动计

划和城镇旧房改造工程ꎬ 推动棚户区改造与名

城保护、 城市更新相结合ꎬ 加快推进城市棚户

区和城中村改造ꎬ 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

治、 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 (包括无上下水、
北方地区无供热设施等的住房) 改造ꎬ 将棚户

区改造政策支持范围扩大到全国重点镇ꎮ 加强

棚户区改造工程质量监督ꎬ 严格实施质量责任

终身追究制度ꎮ
(六) 加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ꎮ 优化

街区路网结构ꎬ 建设快速路、 主次干路和支路

级配合理的路网系统ꎬ 提升城市道路网络密

度ꎬ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ꎮ 大城市要统筹公共汽

车、 轻轨、 地铁等协同发展ꎬ 推进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系统建设ꎬ 在有条

件的地区规划建设市郊铁路ꎬ 提高道路的通达

性ꎮ 畅通进出城市通道ꎬ 加快换乘枢纽、 停车

场等设施建设ꎬ 推进充电站、 充电桩等新能源

汽车充电设施建设ꎬ 将其纳入城市旧城改造和

新城建设规划同步实施ꎮ
(七) 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ꎮ 统筹

城市地上地下设施规划建设ꎬ 加强城市地下基

础设施建设和改造ꎬ 合理布局电力、 通信、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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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给排水、 热力、 燃气等地下管网ꎬ 加快实

施既有路面城市电网、 通信网络架空线入地工

程ꎮ 推动城市新区、 各类园区、 成片开发区的

新建道路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ꎬ 老城区要结

合地铁建设、 河道治理、 道路整治、 旧城更

新、 棚户区改造等逐步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ꎬ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地下综合管廊ꎮ 加

快城市易涝点改造ꎬ 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与

排水和防洪排涝设施建设ꎮ 加强供水管网改

造ꎬ 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ꎮ
(八)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ꎮ 在城市新区、

各类园区、 成片开发区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ꎮ 在老城区结合棚户区、 危房改造和老旧小

区有机更新ꎬ 妥善解决城市防洪安全、 雨水收

集利用、 黑臭水体治理等问题ꎮ 加强海绵型建

筑与小区、 海绵型道路与广场、 海绵型公园与

绿地、 绿色蓄排与净化利用设施等建设ꎮ 加强

自然水系保护与生态修复ꎬ 切实保护良好水体

和饮用水源ꎮ
(九) 推动新型城市建设ꎮ 坚持适用、 经

济、 绿色、 美观方针ꎬ 提升规划水平ꎬ 增强城

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ꎬ 促进 “多规合一”ꎬ
全面开展城市设计ꎬ 加快建设绿色城市、 智慧

城市、 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ꎬ 全面提升城市内

在品质ꎮ 实施 “宽带中国” 战略和 “互联

网＋” 城市计划ꎬ 加速光纤入户ꎬ 促进宽带网

络提速降费ꎬ 发展智能交通、 智能电网、 智能

水务、 智能管网、 智能园区ꎮ 推动分布式太阳

能、 风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多元化规模化应

用和工业余热供暖ꎬ 推进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和

节能改造ꎬ 对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投资的各类

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和认证ꎬ 积极推广

应用绿色新型建材、 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建

筑ꎮ 加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ꎬ 基本建立建筑垃

圾、 餐厨废弃物、 园林废弃物等回收和再生利

用体系ꎬ 建设循环型城市ꎮ 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 生态保护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ꎬ 实施城市

生态廊道建设和生态系统修复工程ꎮ 制定实施

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时间表ꎬ 努力提高优良天数

比例ꎬ 大幅减少重污染天数ꎮ 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ꎬ 推广节水新技术和新工艺ꎬ 积极

推进中水回用ꎬ 全面建设节水型城市ꎮ 促进国

家级新区健康发展ꎬ 推动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向

城市功能区转型ꎬ 引导工业集聚区规范发展ꎮ
(十) 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ꎮ 根据城镇

常住人口增长趋势ꎬ 加大财政对接收农民工随

迁子女较多的城镇中小学校、 幼儿园建设的投

入力度ꎬ 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建学办学ꎬ
增加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学位供给ꎮ 统筹新老城

区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ꎮ 加强医疗卫生机

构、 文化设施、 体育健身场所设施、 公园绿地

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区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规

划建设ꎮ 优化社区生活设施布局ꎬ 打造包括物

流配送、 便民超市、 银行网点、 零售药店、 家

庭服务中心等在内的便捷生活服务圈ꎮ 建设以

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的多层

次养老服务体系ꎬ 推动生活照料、 康复护理、
精神慰藉、 紧急援助等服务全覆盖ꎮ 加快推进

住宅、 公共建筑等的适老化改造ꎮ 加强城镇公

用设施使用安全管理ꎬ 健全城市抗震、 防洪、
排涝、 消防、 应对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体系ꎬ 完

善城市生命通道系统ꎬ 加强城市防灾避难场所

建设ꎬ 增强抵御自然灾害、 处置突发事件和危

机管理能力ꎮ
四、 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
(十一) 提升县城和重点镇基础设施水平ꎮ

加强县城和重点镇公共供水、 道路交通、 燃气

供热、 信息网络、 分布式能源等市政设施和教育、
医疗、 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ꎮ 推进城镇生活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和稳定运行ꎬ 提高县城

垃圾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能力ꎬ 加快重点镇垃圾

收集和转运设施建设ꎬ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生活

垃圾及污泥ꎮ 推进北方县城和重点镇集中供热全

覆盖ꎮ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大、 吸纳人口

多的县城和重点镇的支持力度ꎮ
(十二) 加快拓展特大镇功能ꎮ 开展特大

镇功能设置试点ꎬ 以下放事权、 扩大财权、 改

革人事权及强化用地指标保障等为重点ꎬ 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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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人口 １０ 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

限ꎬ 允许其按照相同人口规模城市市政设施标

准进行建设发展ꎮ 同步推进特大镇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和设市模式创新改革试点ꎬ 减少行政管

理层级、 推行大部门制ꎬ 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

行政效率ꎮ
(十三) 加快特色镇发展ꎮ 因地制宜、 突

出特色、 创新机制ꎬ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ꎬ
推动小城镇发展与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相

结合、 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 与服务 “三

农” 相结合ꎮ 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休闲旅游、
商贸物流、 信息产业、 先进制造、 民俗文化传

承、 科技教育等魅力小镇ꎬ 带动农业现代化和

农民就近城镇化ꎮ 提升边境口岸城镇功能ꎬ 在

人员往来、 加工物流、 旅游等方面实行差别化

政策ꎬ 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和人流物流便

利化程度ꎮ
(十四) 培育发展一批中小城市ꎮ 完善设

市标准和市辖区设置标准ꎬ 规范审核审批程

序ꎬ 加快启动相关工作ꎬ 将具备条件的县和特

大镇有序设置为市ꎮ 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中小

城市设置标准ꎬ 加强产业和公共资源布局引

导ꎬ 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数量ꎮ
(十五) 加快城市群建设ꎮ 编制实施一批

城市群发展规划ꎬ 优化提升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三大城市群ꎬ 推动形成东北地区、 中原

地区、 长江中游、 成渝地区、 关中平原等城市

群ꎮ 推进城市群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ꎬ 构建核

心城市 １ 小时通勤圈ꎬ 完善城市群之间快速高

效互联互通交通网络ꎬ 建设以高速铁路、 城际

铁路、 高速公路为骨干的城市群内部交通网

络ꎬ 统筹规划建设高速联通、 服务便捷的信息

网络ꎬ 统筹推进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市场

一体化建设ꎬ 共同建设安全可靠的水利和供水

系统ꎮ 做好城镇发展规划与安全生产规划的统

筹衔接ꎮ
五、 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
(十六) 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

延伸ꎮ 推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城乡联网ꎮ 推进

城乡配电网建设改造ꎬ 加快信息进村入户ꎬ 尽

快实现行政村通硬化路、 通班车、 通邮、 通快

递ꎬ 推动有条件地区燃气向农村覆盖ꎮ 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ꎬ 加强农村垃圾和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以及防洪排涝设施建设ꎬ 强化河湖

水系整治ꎬ 加大对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

村名镇的保护力度ꎬ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ꎮ 加快

农村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等事业发展ꎬ 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ꎮ 深化农村社区建设

试点ꎮ
(十七) 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ꎮ

以县级行政区为基础ꎬ 以建制镇为支点ꎬ 搭建

多层次、 宽领域、 广覆盖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服务平台ꎬ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ꎬ 促进农

业产业链延伸ꎬ 推进农业与旅游、 教育、 文

化、 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ꎬ 大力发展农业

新型业态ꎮ 强化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基础作

用ꎬ 支持龙头企业引领示范ꎬ 鼓励社会资本投

入ꎬ 培育多元化农业产业融合主体ꎮ 推动返乡

创业集聚发展ꎮ
(十八) 带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ꎮ 加快农

村宽带网络和快递网络建设ꎬ 加快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和 “快递下乡”ꎮ 支持适应乡村特点的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商品集散平台和物流中心

建设ꎬ 鼓励电子商务第三方交易平台渠道下

沉ꎬ 带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ꎬ 推进农产品进

城、 农业生产资料下乡ꎮ 完善有利于中小网商

发展的政策措施ꎬ 在风险可控、 商业可持续的

前提下支持发展面向中小网商的融资贷款

业务ꎮ
(十九)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

结合ꎮ 坚持尊重群众意愿ꎬ 注重因地制宜ꎬ 搞

好科学规划ꎬ 在县城、 小城镇或工业园区附近

建设移民集中安置区ꎬ 推进转移就业贫困人口

在城镇落户ꎮ 坚持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和多渠道

筹集资金相结合ꎬ 坚持搬迁和发展两手抓ꎬ 妥

善解决搬迁群众的居住、 看病、 上学等问题ꎬ
统筹谋划安置区产业发展与群众就业创业ꎬ 确

保搬迁群众生活有改善、 发展有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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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完善土地利用机制
(二十) 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ꎮ

总结完善并推广有关经验模式ꎬ 全面实行城镇

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

策ꎮ 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村庄整治ꎬ 在规范管

理、 规范操作、 规范运行的基础上ꎬ 扩大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模和范围ꎮ 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加强土地利用变更情况监测监管ꎮ
(二十一) 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

机制ꎮ 允许存量土地使用权人在不违反法律法

规、 符合相关规划的前提下ꎬ 按照有关规定经

批准后对土地进行再开发ꎮ 完善城镇存量土地

再开发过程中的供应方式ꎬ 鼓励原土地使用权

人自行改造ꎬ 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需补

办出让手续的ꎬ 经依法批准ꎬ 可采取规定方式

办理并按市场价缴纳土地出让价款ꎮ 在国家、
改造者、 土地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 “三旧”
(旧城镇、 旧厂房、 旧村庄) 改造的土地收益ꎮ

(二十二) 因地制宜推进低丘缓坡地开发ꎮ
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确保生态安

全、 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提下ꎬ 在资源

环境承载力适宜地区开展低丘缓坡地开发试

点ꎮ 通过创新规划计划方式、 开展整体整治、
土地分批供应等政策措施ꎬ 合理确定低丘缓坡

地开发用途、 规模、 布局和项目用地准入

门槛ꎮ
(二十三) 完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

权流转机制ꎮ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ꎬ 鼓励地方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体

系ꎬ 探索农户对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ꎬ 支持引

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ꎬ 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ꎬ 防止闲置和浪费ꎮ 深入推进农村土地

征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ꎬ 稳步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ꎮ
七、 创新投融资机制
(二十四) 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ꎮ 进

一步放宽准入条件ꎬ 健全价格调整机制和政府

补贴、 监管机制ꎬ 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

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运营ꎮ 根据经

营性、 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不同特点ꎬ 采

取更具针对性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ꎬ 加

快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ꎮ
(二十五)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ꎮ 优化政府

投资结构ꎬ 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相关配套设施建设ꎮ 编制公开透明的

政府资产负债表ꎬ 允许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

道ꎮ 省级政府举债使用方向要向新型城镇化

倾斜ꎮ
(二十六) 强化金融支持ꎮ 专项建设基金

要扩大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覆盖面ꎬ 安排专

门资金定向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 特色小城镇功能提升等ꎮ 鼓励开发银

行、 农业发展银行创新信贷模式和产品ꎬ 针对

新型城镇化项目设计差别化融资模式与偿债机

制ꎮ 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面向新型城镇化的金融

服务和产品ꎮ 鼓励公共基金、 保险资金等参与

具有稳定收益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运

营ꎮ 鼓励地方利用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设立城

镇化发展基金ꎬ 鼓励地方整合政府投资平台设

立城镇化投资平台ꎮ 支持城市政府推行基础设

施和租赁房资产证券化ꎬ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项

目直接融资比重ꎮ
八、 完善城镇住房制度
(二十七) 建立购租并举的城镇住房制度ꎮ

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ꎬ 建立

购房与租房并举、 市场配置与政府保障相结合

的住房制度ꎬ 健全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

求、 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的住房供应体

系ꎮ 对具备购房能力的常住人口ꎬ 支持其购买

商品住房ꎮ 对不具备购房能力或没有购房意愿

的常住人口ꎬ 支持其通过住房租赁市场租房居

住ꎮ 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ꎬ 通过

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或发放租赁补贴保障其基本

住房需求ꎮ
(二十八) 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ꎮ 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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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采取实物与租赁补贴相结合并逐步转向租

赁补贴为主ꎮ 加快推广租赁补贴制度ꎬ 采取市

场提供房源、 政府发放补贴的方式ꎬ 支持符合

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住房租赁市场租房居

住ꎮ 归并实物住房保障种类ꎮ 完善住房保障申

请、 审核、 公示、 轮候、 复核制度ꎬ 严格保障

性住房分配和使用管理ꎬ 健全退出机制ꎬ 确保

住房保障体系公平、 公正和健康运行ꎮ
(二十九) 加快发展专业化住房租赁市场ꎮ

通过实施土地、 规划、 金融、 税收等相关支持

政策ꎬ 培育专业化市场主体ꎬ 引导企业投资购

房用于租赁经营ꎬ 支持房地产企业调整资产配

置持有住房用于租赁经营ꎬ 引导住房租赁企业

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新建租赁住房ꎮ 支持专

业企业、 物业服务企业等通过租赁或购买社会

闲置住房开展租赁经营ꎬ 落实鼓励居民出租住

房的税收优惠政策ꎬ 激活存量住房租赁市场ꎮ
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住房租赁业务发展需要

的信贷产品ꎬ 在风险可控、 商业可持续的原则

下ꎬ 对购买商品住房开展租赁业务的企业提供

购房信贷支持ꎮ
(三十) 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ꎮ 调整

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ꎬ 发展个人住房贷款

保险业务ꎬ 提高对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的住

房金融服务水平ꎮ 完善住房用地供应制度ꎬ 优

化住房供应结构ꎮ 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ꎬ 推行

商品房买卖合同在线签订和备案制度ꎬ 完善商

品房交易资金监管机制ꎮ 进一步提高城镇棚户

区改造以及其他房屋征收项目货币化安置比

例ꎮ 鼓励引导农民在中小城市就近购房ꎮ
九、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三十一) 深化试点内容ꎮ 在建立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建立多元化可持

续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

度、 建立创新行政管理和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

设区模式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ꎬ 实现重点突

破ꎮ 鼓励试点地区有序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农村

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ꎮ 有可能突破现行法规

和政策的改革探索ꎬ 在履行必要程序后ꎬ 赋予

试点地区相应权限ꎮ
(三十二) 扩大试点范围ꎮ 按照向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倾斜、 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的

原则ꎬ 组织开展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ꎮ 有关部门在组织开展城镇化相关领域的试

点时ꎬ 要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倾

斜ꎬ 以形成改革合力ꎮ
(三十三) 加大支持力度ꎮ 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要营造宽松包容环境ꎬ 支持试点地区发挥

首创精神ꎬ 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

动、 有机结合ꎮ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

府要强化对试点地区的指导和支持ꎬ 推动相关

改革举措在试点地区先行先试ꎬ 及时总结推广

试点经验ꎮ 各试点地区要制定实施年度推进计

划ꎬ 明确年度任务ꎬ 建立健全试点绩效考核评

价机制ꎮ
十、 健全新型城镇化工作推进机制
(三十四) 强化政策协调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要依托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ꎬ 加强政策统筹协调ꎬ 推动相关政策尽快出

台实施ꎬ 强化对地方新型城镇化工作的指导ꎮ
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城镇化工作机制ꎬ 各级发

展改革部门要统筹推进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工

作ꎬ 其他部门要积极主动配合ꎬ 共同推动新型

城镇化取得更大成效ꎮ
(三十五) 加强监督检查ꎮ 有关部门要对

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监测

和监督检查ꎬ 对相关配套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跟

踪分析和总结评估ꎬ 确保政策举措落地生根ꎮ
(三十六) 强化宣传引导ꎮ 各地区、 各部

门要广泛宣传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理念、 新政

策、 新举措ꎬ 及时报道典型经验和做法ꎬ 强化

示范效应ꎬ 凝聚社会共识ꎬ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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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１３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ꎬ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

化、 城镇化进程推进ꎬ 一些地方农村劳动力为

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寻求更好发展ꎬ 走出家乡

务工、 创业ꎬ 但受工作不稳定和居住、 教育、
照料等客观条件限制ꎬ 有的选择将未成年子女

留在家乡交由他人监护照料ꎬ 导致大量农村留

守儿童出现ꎮ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为我国经济

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ꎬ 对改善自身家庭经济状

况起到了重要作用ꎬ 客观上为子女的教育和成

长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ꎬ 但也导致部

分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ꎬ 缺乏亲情关爱和有效

监护ꎬ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极端行为ꎬ 遭受

意外伤害甚至不法侵害ꎮ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儿

童健康成长ꎬ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ꎬ 各方高度关

注ꎬ 社会反响强烈ꎮ 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ꎬ 为广大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创造更好的环境ꎬ 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ꎮ
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 充分认识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

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不满十六周岁的未

成年人ꎮ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阶段性问题ꎬ 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
公共服务不均等、 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

刻反映ꎮ 近年来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积极开

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ꎬ 对促进广大农

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ꎬ 但工作

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ꎬ 突出表现在家庭监护

缺乏监督指导、 关爱服务体系不完善、 救助保

护机制不健全等方面ꎬ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机制化建设亟待加强ꎮ
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是祖国的未

来和希望ꎬ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ꎮ 做好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ꎬ 关系到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ꎬ 关系到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ꎬ 关系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ꎮ 党中央、 国务院对做好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高度重视ꎮ 加强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ꎬ 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ꎬ 也是家庭和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ꎮ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

认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ꎬ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加大工作力

度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妥

善监护照料和更好关爱保护ꎮ
二、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以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坚持依法保护ꎬ 不断健全法

律法规和制度机制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强化家庭

监护主体责任ꎬ 加大关爱保护力度ꎬ 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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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留守现象ꎬ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安全、 健

康、 受教育等权益得到有效保障ꎮ
(二) 基本原则ꎮ
坚持家庭尽责ꎮ 落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ꎬ

监护人要依法尽责ꎬ 在家庭发展中首先考虑儿

童利益ꎻ 加强对家庭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督促指

导ꎬ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 亲

情关爱和家庭温暖ꎮ
坚持政府主导ꎮ 把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作为各级政府重要工作内容ꎬ 落实县、 乡

镇人民政府属地责任ꎬ 强化民政等有关部门的

监督指导责任ꎬ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

系和救助保护机制ꎬ 切实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合

法权益ꎮ
坚持全民关爱ꎮ 充分发挥村 (居) 民委员

会、 群团组织、 社会组织、 专业社会工作者、
志愿者等各方面积极作用ꎬ 着力解决农村留守

儿童在生活、 监护、 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ꎬ 形成全社会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良好

氛围ꎮ
坚持标本兼治ꎮ 既立足当前ꎬ 完善政策措

施ꎬ 健全工作机制ꎬ 着力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监

护缺失等突出问题ꎻ 又着眼长远ꎬ 统筹城乡发

展ꎬ 从根本上解决儿童留守问题ꎮ
(三) 总体目标ꎮ 家庭、 政府、 学校尽职

尽责ꎬ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体系全面建立ꎬ 强制报告、 应急处

置、 评估帮扶、 监护干预等农村留守儿童救助

保护机制有效运行ꎬ 侵害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

事件得到有效遏制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未成年人保护

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ꎬ 全社会关爱保

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ꎬ 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

善、 安全更有保障ꎬ 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ꎮ
三、 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一) 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ꎮ 父母要依

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ꎮ
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

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ꎬ 暂不具备条件的应当委

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ꎬ

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

生活ꎮ 外出务工人员要与留守未成年子女常联

系、 多见面ꎬ 及时了解掌握他们的生活、 学习

和心理状况ꎬ 给予更多亲情关爱ꎮ 父母或受委

托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ꎬ 村 (居) 民委员

会、 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要及时予以劝诫、 制

止ꎻ 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ꎬ 公安等有关

机关要依法追究其责任ꎮ
(二) 落实县、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 (居)

民委员会职责ꎮ 县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统筹

协调和督促检查ꎬ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

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措施ꎬ 认真组织

开展关爱保护行动ꎬ 确保关爱保护工作覆盖本

行政区域内所有农村留守儿童ꎮ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和村 (居) 民委员会要加强对

监护人的法治宣传、 监护监督和指导ꎬ 督促其

履行监护责任ꎬ 提高监护能力ꎮ 村 (居) 民委

员会要定期走访、 全面排查ꎬ 及时掌握农村留

守儿童的家庭情况、 监护情况、 就学情况等基

本信息ꎬ 并向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报

告ꎻ 要为农村留守儿童通过电话、 视频等方式

与父母联系提供便利ꎮ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

事处) 要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

账ꎬ 一人一档案ꎬ 实行动态管理、 精准施策ꎬ
为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提供支持ꎻ 通过党员干部上门家访、
驻村干部探访、 专业社会工作者随访等方式ꎬ
对重点对象进行核查ꎬ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

妥善照料ꎮ 县级民政部门及救助管理机构要对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村 (居) 民委

员会开展的监护监督等工作提供政策指导和技

术支持ꎮ
(三) 加大教育部门和学校关爱保护力度ꎮ

县级人民政府要完善控辍保学部门协调机制ꎬ
督促监护人送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并完成义务

教育ꎮ 教育行政部门要落实免费义务教育和教

育资助政策ꎬ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

学ꎻ 支持和指导中小学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ꎬ
促进学生心理、 人格积极健康发展ꎬ 及早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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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纠正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ꎻ 加强对农村留守

儿童相对集中学校教职工的专题培训ꎬ 着重提

高班主任和宿舍管理人员关爱照料农村留守儿

童的能力ꎻ 会同公安机关指导和协助中小学校

完善人防、 物防、 技防措施ꎬ 加强校园安全管

理ꎬ 做好法治宣传和安全教育ꎬ 帮助儿童增强

防范不法侵害的意识、 掌握预防意外伤害的安

全常识ꎮ 中小学校要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情

况实施全程管理ꎬ 利用电话、 家访、 家长会等

方式加强与家长、 受委托监护人的沟通交流ꎬ
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ꎬ 帮助

监护人掌握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情况ꎬ 提升监护

人责任意识和教育管理能力ꎻ 及时了解无故旷

课农村留守儿童情况ꎬ 落实辍学学生登记、 劝

返复学和书面报告制度ꎬ 劝返无效的ꎬ 应书面

报告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ꎬ 依法

采取措施劝返复学ꎻ 帮助农村留守儿童通过电

话、 视频等方式加强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和亲情

交流ꎮ 寄宿制学校要完善教职工值班制度ꎬ 落

实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责任ꎬ 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ꎬ 引导寄宿学生积极参与体育、 艺术、 社会

实践等活动ꎬ 增强学校教育吸引力ꎮ
(四) 发挥群团组织关爱服务优势ꎮ 各级

工会、 共青团、 妇联、 残联、 关工委等群团组

织要发挥自身优势ꎬ 积极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

假期日间照料、 课后辅导、 心理疏导等关爱服

务ꎮ 工会、 共青团要广泛动员广大职工、 团员

青年、 少先队员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服务和互助活动ꎮ 妇联要依托妇女之

家、 儿童之家等活动场所ꎬ 为农村留守儿童和

其他儿童提供关爱服务ꎬ 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

父母、 受委托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ꎬ 引导他

们及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状况ꎬ 加强

亲情关爱ꎮ 残联要组织开展农村留守残疾儿童

康复等工作ꎮ 关工委要组织动员广大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教师、 老模范等离退休老

同志ꎬ 协同做好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与服务

工作ꎮ
(五) 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ꎮ 加快孵化

培育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 公益慈善类社会

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ꎬ 民政等部门要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深入城乡社区、 学校和

家庭ꎬ 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指导、 心理疏

导、 行为矫治、 社会融入和家庭关系调适等专

业服务ꎮ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ꎬ 支持社会组

织、 爱心企业依托学校、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举

办农村留守儿童托管服务机构ꎬ 财税部门要依

法落实税费减免优惠政策ꎮ
四、 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

机制
(一) 建立强制报告机制ꎮ 学校、 幼儿园、

医疗机构、 村 (居) 民委员会、 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 救助管理机构、 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ꎬ 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

居住生活或失踪、 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

行监护责任、 疑似遭受家庭暴力、 疑似遭受意

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ꎬ 应当在第一时间

向公安机关报告ꎮ 负有强制报告责任的单位和

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的ꎬ 其上级机关和有关部

门要严肃追责ꎮ 其他公民、 社会组织积极向公

安机关报告的ꎬ 应及时给予表扬和奖励ꎮ
(二) 完善应急处置机制ꎮ 公安机关要及

时受理有关报告ꎬ 第一时间出警调查ꎬ 有针对

性地采取应急处置措施ꎬ 强制报告责任人要协

助公安机关做好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ꎮ 属于农

村留守儿童单独居住生活的ꎬ 要责令其父母立

即返回或确定受委托监护人ꎬ 并对父母进行训

诫ꎻ 属于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

任的ꎬ 要联系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立即返回或委

托其他亲属监护照料ꎻ 上述两种情形联系不上

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ꎬ 要就近护送至其他近亲

属、 村 (居) 民委员会或救助管理机构、 福利

机构临时监护照料ꎬ 并协助通知农村留守儿童

父母立即返回或重新确定受委托监护人ꎮ 属于

失踪的ꎬ 要按照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及时开

展调查ꎮ 属于遭受家庭暴力的ꎬ 要依法制止ꎬ
必要时通知并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庇

护场所、 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实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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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ꎻ 属于遭受其他不法侵害、 意外伤害的ꎬ 要

依法制止侵害行为、 实施保护ꎻ 对于上述两种

情形ꎬ 要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ꎬ 协助其就

医、 鉴定伤情ꎬ 为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 依法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打下基础ꎮ 公安机关要将相

关情况及时通报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ꎮ
(三) 健全评估帮扶机制ꎮ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接到公安机关通报后ꎬ 要会同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在村 (居) 民委员会、 中

小学校、 医疗机构以及亲属、 社会工作专业服

务机构的协助下ꎬ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处

境、 监护情况、 身心健康状况等进行调查评

估ꎬ 有针对性地安排监护指导、 医疗救治、 心

理疏导、 行为矫治、 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等专

业服务ꎮ 对于监护人家庭经济困难且符合有关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政策的ꎬ 民政及其他社会

救助部门要及时纳入保障范围ꎮ
(四) 强化监护干预机制ꎮ 对实施家庭暴

力、 虐待或遗弃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或受委托

监护人ꎬ 公安机关应当给予批评教育ꎬ 必要时

予以治安管理处罚ꎬ 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ꎬ 依

法立案侦查ꎮ 对于监护人将农村留守儿童置于

无人监管和照看状态导致其面临危险且经教育

不改的ꎬ 或者拒不履行监护职责六个月以上导

致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无着的ꎬ 或者实施家庭暴

力、 虐待或遗弃农村留守儿童导致其身心健康

严重受损的ꎬ 其近亲属、 村 (居) 民委员会、
县级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者单位要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ꎬ 另行指定监

护人ꎮ
五、 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
(一) 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ꎮ

各地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ꎬ 为其监护照料

未成年子女创造更好条件ꎮ 符合落户条件的要

有序推进其本人及家属落户ꎮ 符合住房保障条

件的要纳入保障范围ꎬ 通过实物配租公共租赁

住房或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ꎬ 满足其家庭的基

本居住需求ꎮ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ꎬ 要在生活居

住、 日间照料、 义务教育、 医疗卫生等方面提

供帮助ꎮ 倡导用工单位、 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

工作者、 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ꎬ 为其照料未

成年子女提供便利条件和更多帮助ꎮ 公办义务

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放ꎬ 要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民工未成年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ꎻ 完善和落实符合条件的农民

工子女在输入地参加中考、 高考政策ꎮ
(二) 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ꎮ 各

地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ꎬ 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

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ꎮ 中西

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ꎬ 积极承接东部地

区产业转移ꎬ 加快发展地方优势特色产业ꎬ 加

强基本公共服务ꎬ 制定和落实财政、 金融等优

惠扶持政策ꎬ 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

策ꎬ 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提供便利条件ꎮ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农民工

返乡创业就业政策ꎬ 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

业技能培训ꎬ 对有意愿就业创业的ꎬ 要有针对

性地推荐用工岗位信息或创业项目信息ꎮ
六、 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地要将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ꎬ 建立健

全政府领导ꎬ 民政部门牵头ꎬ 教育、 公安、 司

法行政、 卫生计生等部门和妇联、 共青团等群

团组织参加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

机制ꎬ 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ꎮ 民政

部要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ꎬ 会同有关部门在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

开展一次全面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ꎬ 依托

现有信息系统完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功

能ꎬ 健全信息报送机制ꎮ 各级妇儿工委和农民

工工作领导小组要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作

为重要工作内容ꎬ 统筹推进相关工作ꎮ 各地民

政、 公安、 教育等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ꎬ 督促

有关方面落实相关责任ꎮ 要加快推动完善未成

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ꎬ 进一步明确权利义务

和各方职责ꎬ 特别要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ꎬ
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有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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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ꎮ
(二) 加强能力建设ꎮ 统筹各方资源ꎬ 充

分发挥政府、 市场、 社会的作用ꎬ 逐步完善救

助管理机构、 福利机构场所设施ꎬ 满足临时监

护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ꎮ 加强农村寄宿制

学校建设ꎬ 促进寄宿制学校合理分布ꎬ 满足农

村留守儿童入学需求ꎮ 利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

开辟儿童活动场所ꎬ 提供必要托管服务ꎮ 各级

财政部门要优化和调整支出结构ꎬ 多渠道筹措

资金ꎬ 支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ꎮ
各地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ꎬ 为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ꎮ 各地

区、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队伍建设ꎬ 配齐配强工作人员ꎬ 确保事有

人干、 责有人负ꎮ
(三) 强化激励问责ꎮ 各地要建立和完善

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ꎬ 对认真履责、 工作

落实到位、 成效明显的ꎬ 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表扬和奖励ꎻ 对工作不力、 措施不实、 造

成严重后果的ꎬ 要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责任ꎮ
对贡献突出的社会组织和个人ꎬ 要适当给予

奖励ꎮ
(四) 做好宣传引导ꎮ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宣传工作ꎬ 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教育活动ꎬ 强化政府主导、 全民关爱的

责任意识和家庭自觉履行监护责任的法律意

识ꎮ 建立健全舆情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ꎬ 理性

引导社会舆论ꎬ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ꎬ 宣传报道

先进典型ꎬ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ꎮ
各省 (区、 市) 要结合本地实际ꎬ 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ꎮ 对本意见的执行情况ꎬ 国务院将

适时组织专项督查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

要载体ꎬ 是现代文明的标志ꎮ 新中国成立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成就显著ꎬ 城市规划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基本

形成ꎬ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ꎬ 公共服务和管理水

平持续提升ꎬ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优化城乡

布局、 完善城市功能、 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同时务必清醒地看到ꎬ 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城市规划

前瞻性、 严肃性、 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ꎬ 城市

建筑贪大、 媚洋、 求怪等乱象丛生ꎬ 特色缺

失ꎬ 文化传承堪忧ꎻ 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

张ꎬ 节约集约程度不高ꎻ 依法治理城市力度不

够ꎬ 违法建设、 大拆大建问题突出ꎬ 公共产品

和服务供给不足ꎬ 环境污染、 交通拥堵等 “城
市病” 蔓延加重ꎮ

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把城市

规划好、 建设好、 管理好ꎬ 对促进以人为核心

７６１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的新型城镇化发展ꎬ 建设美丽中国ꎬ 实现 “两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ꎮ 为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ꎬ 解决

制约城市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ꎬ
开创城市现代化建设新局面ꎬ 现提出以下

意见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

作会议、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ꎬ 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 “五位

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

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认识、 尊重、 顺应城市发展

规律ꎬ 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ꎬ 依法

规划、 建设和管理城市ꎬ 贯彻 “适用、 经济、
绿色、 美观” 的建筑方针ꎬ 着力转变城市发展

方式ꎬ 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ꎬ 着力提升城市

环境质量ꎬ 着力创新城市管理服务ꎬ 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ꎮ
(二) 总体目标ꎮ 实现城市有序建设、 适

度开发、 高效运行ꎬ 努力打造和谐宜居、 富有

活力、 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ꎬ 让人民生活更

美好ꎮ
(三) 基本原则ꎮ 坚持依法治理与文明共

建相结合ꎬ 坚持规划先行与建管并重相结合ꎬ
坚持改革创新与传承保护相结合ꎬ 坚持统筹布

局与分类指导相结合ꎬ 坚持完善功能与宜居宜

业相结合ꎬ 坚持集约高效与安全便利相结合ꎮ
二、 强化城市规划工作
(四) 依法制定城市规划ꎮ 城市规划在城

市发展中起着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的重要作

用ꎮ 依法加强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ꎬ 严格执行

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ꎬ 认真落实城市

总体规划由本级政府编制、 社会公众参与、 同

级人大常委会审议、 上级政府审批的有关规

定ꎮ 创新规划理念ꎬ 改进规划方法ꎬ 把以人为

本、 尊重自然、 传承历史、 绿色低碳等理念融

入城市规划全过程ꎬ 增强规划的前瞻性、 严肃

性和连续性ꎬ 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ꎮ 坚持协调

发展理念ꎬ 从区域、 城乡整体协调的高度确定

城市定位、 谋划城市发展ꎮ 加强空间开发管

制ꎬ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ꎬ 根据资源禀赋和环境

承载能力ꎬ 引导调控城市规模ꎬ 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和形态功能ꎬ 确定城市建设约束性指标ꎮ
按照严控增量、 盘活存量、 优化结构的思路ꎬ
逐步调整城市用地结构ꎬ 把保护基本农田放在

优先地位ꎬ 保证生态用地ꎬ 合理安排建设用

地ꎬ 推动城市集约发展ꎮ 改革完善城市规划管

理体制ꎬ 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衔接ꎬ 推进两图合一ꎮ 在有条件的城市探

索城市规划管理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合一ꎮ
(五) 严格依法执行规划ꎮ 经依法批准的

城市规划ꎬ 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ꎬ 必须严

格执行ꎮ 进一步强化规划的强制性ꎬ 凡是违反

规划的行为都要严肃追究责任ꎮ 城市政府应当

定期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城市规划实施情

况ꎮ 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ꎬ 必须经原审批机关

同意ꎬ 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ꎬ 从制度

上防止随意修改规划等现象ꎮ 控制性详细规划

是规划实施的基础ꎬ 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区域ꎬ 不得进行建设ꎮ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

制、 实施以及对违规建设的处理结果ꎬ 都要向

社会公开ꎮ 全面推行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ꎮ 健

全国家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ꎬ 实现规划督察全

覆盖ꎮ 完善社会参与机制ꎬ 充分发挥专家和公

众的力量ꎬ 加强规划实施的社会监督ꎮ 建立利

用卫星遥感监测等多种手段共同监督规划实施

的工作机制ꎮ 严控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设

立ꎬ 凡不符合城镇体系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建设的ꎬ 一律按违法处

理ꎮ 用 ５ 年左右时间ꎬ 全面清查并处理建成区

违法建设ꎬ 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ꎮ
三、 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六) 提高城市设计水平ꎮ 城市设计是落

实城市规划、 指导建筑设计、 塑造城市特色风

貌的有效手段ꎮ 鼓励开展城市设计工作ꎬ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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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ꎬ 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

建筑布局ꎬ 协调城市景观风貌ꎬ 体现城市地域

特征、 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ꎮ 单体建筑设计方

案必须在形体、 色彩、 体量、 高度等方面符合

城市设计要求ꎮ 抓紧制定城市设计管理法规ꎬ
完善相关技术导则ꎮ 支持高等学校开设城市设

计相关专业ꎬ 建立和培育城市设计队伍ꎮ
(七) 加强建筑设计管理ꎮ 按照 “适用、

经济、 绿色、 美观” 的建筑方针ꎬ 突出建筑使

用功能以及节能、 节水、 节地、 节材和环保ꎬ
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ꎮ 强化公共建筑和

超限高层建筑设计管理ꎬ 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工

程后评估制度ꎮ 坚持开放发展理念ꎬ 完善建筑

设计招投标决策机制ꎬ 规范决策行为ꎬ 提高决

策透明度和科学性ꎮ 进一步培育和规范建筑设

计市场ꎬ 依法严格实施市场准入和清出ꎮ 为建

筑设计院和建筑师事务所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

条件ꎬ 鼓励国内外建筑设计企业充分竞争ꎬ 使

优秀作品脱颖而出ꎮ 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民

族自信的建筑师队伍ꎬ 进一步明确建筑师的权

利和责任ꎬ 提高建筑师的地位ꎮ 倡导开展建筑

评论ꎬ 促进建筑设计理念的交融和升华ꎮ
(八) 保护历史文化风貌ꎮ 有序实施城市

修补和有机更新ꎬ 解决老城区环境品质下降、
空间秩序混乱、 历史文化遗产损毁等问题ꎬ 促

进建筑物、 街道立面、 天际线、 色彩和环境更

加协调、 优美ꎮ 通过维护加固老建筑、 改造利

用旧厂房、 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ꎬ 恢复老城区

功能和活力ꎮ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

用ꎬ 保护古遗址、 古建筑、 近现代历史建筑ꎬ
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ꎬ 展现城市风貌ꎮ 用 ５ 年

左右时间ꎬ 完成所有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

历史建筑确定工作ꎮ
四、 提升城市建筑水平
(九) 落实工程质量责任ꎮ 完善工程质量

安全管理制度ꎬ 落实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

计单位、 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等五方主体

质量安全责任ꎮ 强化政府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

质量监管ꎬ 特别是强化对工程监理的监管ꎬ 充

分发挥质监站的作用ꎮ 加强职业道德规范和技

能培训ꎬ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ꎮ 深化建设项目组

织实施方式改革ꎬ 推广工程总承包制ꎬ 加强建

筑市场监管ꎬ 严厉查处转包和违法分包等行

为ꎬ 推进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ꎮ 实行施工企

业银行保函和工程质量责任保险制度ꎮ 建立大

型工程技术风险控制机制ꎬ 鼓励大型公共建

筑、 地铁等按市场化原则向保险公司投保重大

工程保险ꎮ
(十) 加强建筑安全监管ꎮ 实施工程全生

命周期风险管理ꎬ 重点抓好房屋建筑、 城市桥

梁、 建筑幕墙、 斜坡 (高切坡)、 隧道 (地

铁)、 地下管线等工程运行使用的安全监管ꎬ
做好质量安全鉴定和抗震加固管理ꎬ 建立安全

预警及应急控制机制ꎮ 加强对既有建筑改扩

建、 装饰装修、 工程加固的质量安全监管ꎮ 全

面排查城市老旧建筑安全隐患ꎬ 采取有力措施

限期整改ꎬ 严防发生垮塌等重大事故ꎬ 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ꎮ
(十一) 发展新型建造方式ꎮ 大力推广装

配式建筑ꎬ 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染ꎬ 缩短建

造工期ꎬ 提升工程质量ꎮ 制定装配式建筑设

计、 施工和验收规范ꎮ 完善部品部件标准ꎬ 实

现建筑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ꎮ 鼓励建筑企业装

配式施工ꎬ 现场装配ꎮ 建设国家级装配式建筑

生产基地ꎮ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ꎬ 力争用 １０ 年左

右时间ꎬ 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３０％ꎮ 积极稳妥推广钢结构建筑ꎮ 在具备条件

的地方ꎬ 倡导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ꎮ
五、 推进节能城市建设
(十二) 推广建筑节能技术ꎮ 提高建筑节能

标准ꎬ 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ꎮ 支持和鼓励各地结

合自然气候特点ꎬ 推广应用地源热泵、 水源热

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技术ꎬ 发展被动式房屋

等绿色节能建筑ꎮ 完善绿色节能建筑和建材评

价体系ꎬ 制定分布式能源建筑应用标准ꎮ 分类制

定建筑全生命周期能源消耗标准定额ꎮ
(十三) 实施城市节能工程ꎮ 在试点示范

的基础上ꎬ 加大工作力度ꎬ 全面推进区域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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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产、 政府机构节能、 绿色照明等节能工程ꎮ
明确供热采暖系统安全、 节能、 环保、 卫生等

技术要求ꎬ 健全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估监督办

法ꎮ 进一步加强对城市集中供热系统的技术改

造和运行管理ꎬ 提高热能利用效率ꎮ 大力推行

采暖地区住宅供热分户计量ꎬ 新建住宅必须全

部实现供热分户计量ꎬ 既有住宅要逐步实施供

热分户计量改造ꎮ
六、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
(十四) 大力推进棚改安居ꎮ 深化城镇住

房制度改革ꎬ 以政府为主保障困难群体基本住

房需求ꎬ 以市场为主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

求ꎮ 大力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ꎬ 稳步实施城中

村改造ꎬ 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 危

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ꎬ 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ꎬ 切实解决群众住房困难ꎮ 打好棚户区改造

三年攻坚战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基本完成现有的城镇

棚户区、 城中村和危房改造ꎮ 完善土地、 财政

和金融政策ꎬ 落实税收政策ꎮ 创新棚户区改造

体制机制ꎬ 推动政府购买棚改服务ꎬ 推广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ꎬ 构建多元化棚改实施主

体ꎬ 发挥开发性金融支持作用ꎮ 积极推行棚户

区改造货币化安置ꎮ 因地制宜确定住房保障标

准ꎬ 健全准入退出机制ꎮ
(十五)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ꎮ 认真总结推

广试点城市经验ꎬ 逐步推开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ꎬ 统筹各类管线敷设ꎬ 综合利用地下空间

资源ꎬ 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ꎮ 城市新区、 各

类园区、 成片开发区域新建道路必须同步建设

地下综合管廊ꎬ 老城区要结合地铁建设、 河道

治理、 道路整治、 旧城更新、 棚户区改造等ꎬ
逐步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ꎮ 加快制定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标准和技术导则ꎮ 凡建有地下综合

管廊的区域ꎬ 各类管线必须全部入廊ꎬ 管廊以

外区域不得新建管线ꎮ 管廊实行有偿使用ꎬ 建

立合理的收费机制ꎮ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和运营

地下综合管廊ꎮ 各城市要综合考虑城市发展远

景ꎬ 按照先规划、 后建设的原则ꎬ 编制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ꎬ 在年度建设计划中优先

安排ꎬ 并预留和控制地下空间ꎮ 完善管理制

度ꎬ 确保管廊正常运行ꎮ
(十六) 优化街区路网结构ꎮ 加强街区的

规划和建设ꎬ 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面积ꎬ 推动

发展开放便捷、 尺度适宜、 配套完善、 邻里和

谐的生活街区ꎮ 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ꎬ 原则

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ꎮ 已建成的住宅小区

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ꎬ 实现内部道路公共

化ꎬ 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ꎬ 促进土地节约利

用ꎮ 树立 “窄马路、 密路网” 的城市道路布局

理念ꎬ 建设快速路、 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

的道路网系统ꎮ 打通各类 “断头路”ꎬ 形成完

整路网ꎬ 提高道路通达性ꎮ 科学、 规范设置道

路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ꎬ 提高道路安

全性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

高到 ８ 公里 /平方公里ꎬ 道路面积率达到 １５％ꎮ
积极采用单行道路方式组织交通ꎮ 加强自行车

道和步行道系统建设ꎬ 倡导绿色出行ꎮ 合理配

置停车设施ꎬ 鼓励社会参与ꎬ 放宽市场准入ꎬ
逐步缓解停车难问题ꎮ

(十七)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ꎮ 以提高公共

交通分担率为突破口ꎬ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ꎮ 统

筹公共汽车、 轻轨、 地铁等多种类型公共交通

协调发展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超大、 特大城市公共交

通分担率达到 ４０％以上ꎬ 大城市达到 ３０％以

上ꎬ 中小城市达到 ２０％以上ꎮ 加强城市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ꎬ 促进不同运输方式和城市内外交

通之间的顺畅衔接、 便捷换乘ꎮ 扩大公共交通

专用道的覆盖范围ꎮ 实现中心城区公交站点

５００ 米内全覆盖ꎮ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ꎬ 改革公

交公司管理体制ꎬ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交通

设施建设和运营ꎬ 增强公共交通运力ꎮ
(十八) 健全公共服务设施ꎮ 坚持共享发

展理念ꎬ 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

感ꎮ 合理确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ꎬ 加强社

区服务场所建设ꎬ 形成以社区级设施为基础ꎬ
市、 区级设施衔接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体

系ꎮ 配套建设中小学、 幼儿园、 超市、 菜市

场ꎬ 以及社区养老、 医疗卫生、 文化服务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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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ꎬ 大力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ꎬ 打造方便快捷

生活圈ꎮ 继续推动公共图书馆、 美术馆、 文化

馆 (站)、 博物馆、 科技馆免费向全社会开放ꎮ
推动社区内公共设施向居民开放ꎮ 合理规划建

设广场、 公园、 步行道等公共活动空间ꎬ 方便

居民文体活动ꎬ 促进居民交流ꎮ 强化绿地服务

居民日常活动的功能ꎬ 使市民在居家附近能够

见到绿地、 亲近绿地ꎮ 城市公园原则上要免费

向居民开放ꎮ 限期清理腾退违规占用的公共空

间ꎮ 顺应新型城镇化的要求ꎬ 稳步推进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ꎬ 稳定就业和生活

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住房、 教育、 文化、 医疗卫

生、 计划生育和证照办理服务等方面ꎬ 与城镇

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ꎮ
(十九) 切实保障城市安全ꎮ 加强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ꎬ 实施地下管网改造工程ꎮ 提高城

市排涝系统建设标准ꎬ 加快实施改造ꎮ 提高城

市综合防灾和安全设施建设配置标准ꎬ 加大建

设投入力度ꎬ 加强设施运行管理ꎮ 建立城市备

用饮用水水源地ꎬ 确保饮水安全ꎮ 健全城市抗

震、 防洪、 排涝、 消防、 交通、 应对地质灾害

应急指挥体系ꎬ 完善城市生命通道系统ꎬ 加强

城市防灾避难场所建设ꎬ 增强抵御自然灾害、
处置突发事件和危机管理能力ꎮ 加强城市安全

监管ꎬ 建立专业化、 职业化的应急救援队伍ꎬ
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ꎬ 形成全天候、 系

统性、 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ꎮ
七、 营造城市宜居环境
(二十)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ꎮ 充分利用自

然山体、 河湖湿地、 耕地、 林地、 草地等生态

空间ꎬ 建设海绵城市ꎬ 提升水源涵养能力ꎬ 缓

解雨洪内涝压力ꎬ 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ꎮ 鼓励

单位、 社区和居民家庭安装雨水收集装置ꎮ 大

幅度减少城市硬覆盖地面ꎬ 推广透水建材铺

装ꎬ 大力建设雨水花园、 储水池塘、 湿地公

园、 下沉式绿地等雨水滞留设施ꎬ 让雨水自然

积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ꎬ 不断提高城市雨

水就地蓄积、 渗透比例ꎮ
(二十一) 恢复城市自然生态ꎮ 制定并实

施生态修复工作方案ꎬ 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复被

破坏的山体、 河流、 湿地、 植被ꎬ 积极推进采

矿废弃地修复和再利用ꎬ 治理污染土地ꎬ 恢复

城市自然生态ꎮ 优化城市绿地布局ꎬ 构建绿道

系统ꎬ 实现城市内外绿地连接贯通ꎬ 将生态要

素引入市区ꎮ 建设森林城市ꎮ 推行生态绿化方

式ꎬ 保护古树名木资源ꎬ 广植当地树种ꎬ 减少

人工干预ꎬ 让乔灌草合理搭配、 自然生长ꎮ 鼓

励发展屋顶绿化、 立体绿化ꎮ 进一步提高城市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ꎬ 改变

城市建设中过分追求高强度开发、 高密度建

设、 大面积硬化的状况ꎬ 让城市更自然、 更生

态、 更有特色ꎮ
(二十二) 推进污水大气治理ꎮ 强化城市

污水治理ꎬ 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

造ꎬ 全面加强配套管网建设ꎬ 提高城市污水收

集处理能力ꎮ 整治城市黑臭水体ꎬ 强化城中

村、 老旧城区和城乡接合部污水截流、 收集ꎬ
抓紧治理城区污水横流、 河湖水系污染严重的

现象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力争实

现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ꎬ 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

率达到 ２０％以上ꎮ 以中水洁厕为突破口ꎬ 不断

提高污水利用率ꎮ 新建住房和单体建筑面积超

过一定规模的新建公共建筑应当安装中水设

施ꎬ 老旧住房也应当逐步实施中水利用改造ꎮ
培育以经营中水业务为主的水务公司ꎬ 合理形

成中水回用价格ꎬ 鼓励按市场化方式经营中

水ꎮ 城市工业生产、 道路清扫、 车辆冲洗、 绿

化浇灌、 生态景观等生产和生态用水要优先使

用中水ꎮ 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ꎮ 加大城

市工业源、 面源、 移动源污染综合治理力度ꎬ
着力减少多污染物排放ꎮ 加快调整城市能源结

构ꎬ 增加清洁能源供应ꎮ 深化京津冀、 长三

角、 珠三角等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ꎬ 健全重

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ꎮ 提高环境监管能力ꎬ
加大执法力度ꎬ 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ꎮ
倡导文明、 节约、 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

惯ꎬ 动员全社会参与改善环境质量ꎮ
(二十三) 加强垃圾综合治理ꎮ 树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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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资源和矿产的观念ꎬ 建立政府、 社区、
企业和居民协调机制ꎬ 通过分类投放收集、 综

合循环利用ꎬ 促进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

化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力争将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到

３５％以上ꎮ 强化城市保洁工作ꎬ 加强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ꎬ 统筹城乡垃圾处理处置ꎬ 大力解决

垃圾围城问题ꎮ 推进垃圾收运处理企业化、 市

场化ꎬ 促进垃圾清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对接ꎮ 通过限制过度包装ꎬ 减少一次性制品使

用ꎬ 推行净菜入城等措施ꎬ 从源头上减少垃圾

产生ꎮ 利用新技术、 新设备ꎬ 推广厨余垃圾家

庭粉碎处理ꎮ 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ꎬ 力争用 ５
年左右时间ꎬ 基本建立餐厨废弃物和建筑垃圾

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ꎮ
八、 创新城市治理方式
(二十四) 推进依法治理城市ꎮ 适应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新形势和新要求ꎬ 加强重点领域

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ꎬ 形成覆盖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全过程的法律法规制度ꎮ 严格执行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行政决策法定程序ꎬ 坚决遏制领导

干部随意干预城市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的现

象ꎮ 研究推动城乡规划法与刑法衔接ꎬ 严厉惩

处规划建设管理违法行为ꎬ 强化法律责任追

究ꎬ 提高违法违规成本ꎮ
(二十五) 改革城市管理体制ꎮ 明确中央

和省级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ꎬ 确定管理范

围、 权力清单和责任主体ꎬ 理顺各部门职责分

工ꎮ 推进市县两级政府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改

革ꎬ 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ꎮ 在设区的市推行市

或区一级执法ꎬ 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事项

属地化管理ꎮ 加强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和队伍建

设ꎬ 提高管理、 执法和服务水平ꎮ
(二十六) 完善城市治理机制ꎮ 落实市、

区、 街道、 社区的管理服务责任ꎬ 健全城市基

层治理机制ꎮ 进一步强化街道、 社区党组织的

领导核心作用ꎬ 以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带动

社区居民自治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建设ꎮ 增强

社区服务功能ꎬ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 居

民自治良性互动ꎮ 加强信息公开ꎬ 推进城市治

理阳光运行ꎬ 开展世界城市日、 世界住房日等

主题宣传活动ꎮ
(二十七) 推进城市智慧管理ꎮ 加强城市

管理和服务体系智能化建设ꎬ 促进大数据、 物

联网、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

融合ꎬ 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ꎮ 加强市政设

施运行管理、 交通管理、 环境管理、 应急管理

等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ꎬ 建设

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ꎮ 推进城市宽带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ꎬ 强化网络安全保障ꎮ 积极发展民

生服务智慧应用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建成一批特色鲜

明的智慧城市ꎮ 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和其他一系

列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措施ꎬ 不断提高城市运行

效率ꎮ
(二十八) 提高市民文明素质ꎮ 以加强和

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ꎬ 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推动

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ꎮ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实践ꎬ 促进市民形成良好

的道德素养和社会风尚ꎬ 提高企业、 社会组织和

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和能力ꎮ 从青少年抓

起ꎬ 完善学校、 家庭、 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ꎬ
将良好校风、 优良家风和社会新风有机融合ꎮ 建

立完善市民行为规范ꎬ 增强市民法治意识ꎮ
九、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九) 加强组织协调ꎮ 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指导、 协调和支持力度ꎬ 建立城市工作协调机

制ꎬ 定期研究相关工作ꎮ 定期召开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ꎬ 研究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ꎮ 中

央组织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定期组织新任市

委书记、 市长培训ꎬ 不断提高城市主要领导规

划建设管理的能力和水平ꎮ
(三十) 落实工作责任ꎮ 省级党委和政府要

围绕中央提出的总目标ꎬ 确定本地区城市发展的

目标和任务ꎬ 集中力量突破重点难点问题ꎮ 城市

党委和政府要制定具体目标和工作方案ꎬ 明确实

施步骤和保障措施ꎬ 加强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的领导ꎬ 落实工作经费ꎮ 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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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理工作监督考核制度ꎬ 确定考核指标体系ꎬ 定期

通报考核结果ꎬ 并作为城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精

神ꎬ 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要求ꎬ 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落到实处ꎮ 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情况要

及时向党中央、 国务院报告ꎮ 中央将就贯彻落

实情况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ꎮ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１０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已经国务院同意ꎬ 现印发给

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０６〕 ７ 号ꎬ 以下

简称 «科学素质纲要» )ꎬ 为实现 ２０２０ 年全民

科学素质工作目标ꎬ 进一步明确 “十三五” 期

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等ꎬ 制定本实施方案ꎮ
一、 背景和意义
自 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 «科学素质纲

要» 以来ꎬ 特别是 “十二五” 期间ꎬ 各地各部

门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ꎬ 联合协作ꎬ 未成年

人、 农民、 城镇劳动者、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社区居民等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扎实推进ꎬ
带动了全民科学素质水平整体提高ꎻ 科技教

育、 传播与普及工作广泛深入开展ꎬ 科普资源

不断丰富ꎬ 大众传媒特别是新媒体科技传播能

力明显增强ꎬ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ꎬ 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ꎬ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公共服务能

力进一步提升ꎻ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共建机制基

本建立ꎬ 大联合大协作的局面进一步形成ꎬ 为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ꎮ 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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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我国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６ ２０％ꎬ 较 ２０１０
年的３ ２７％提高近 ９０％ꎬ 超额完成 “十二五”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达到 ５％的工作目标ꎬ
为 “十三五”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奠定坚实

基础ꎮ
但是ꎬ 也应清醒地看到ꎬ 目前我国公民科

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ꎬ 全

民科学素质工作发展还不平衡ꎬ 不能满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ꎮ 主要

表现在: 面向农民、 城镇新居民、 边远和民族

地区群众的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仍然薄弱ꎬ 青少

年科技教育有待加强ꎻ 科普技术手段相对落

后ꎬ 均衡化、 精准化服务能力亟待提升ꎻ 科普

投入不足ꎬ 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不完善ꎬ 市

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不够ꎮ “十三五” 时期

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ꎬ 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ꎮ 科学素质决定公民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ꎬ 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

提ꎬ 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ꎬ 是国家

综合国力的体现ꎮ 进一步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ꎬ 不断提升人力资源质量ꎬ 对于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ꎬ 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ꎬ 引领经济

社会发展新常态ꎬ 注入发展新动能ꎬ 助力创新

型国家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ꎮ
二、 指导方针和目标
指导方针: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牢固

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

念ꎬ 坚持 “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 提升素质、
促进和谐” 的工作方针ꎬ 围绕 “节约能源资

源、 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 促进创新

创造” 的工作主题ꎬ 继承创新、 拓展提升ꎬ 开

放协同、 普惠共享ꎬ 精准发力、 全面跨越ꎬ 推

动科技教育、 传播与普及ꎬ 扎实推进全民科学

素质工作ꎬ 激发大众创业创新的热情和潜力ꎬ

为创新驱动发展、 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伟大胜利筑牢公民科学素质基础ꎬ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ꎮ
目标: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科技教育、 传播与普及长足发

展ꎬ 建成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的现代公民

科学素质组织实施、 基础设施、 条件保障、 监

测评估等体系ꎬ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公共服务

能力显著增强ꎬ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

过 １０％ꎮ
———促进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ꎮ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新常

态的需求ꎬ 突出工作主题ꎬ 弘扬创新创业精

神ꎬ 更加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ꎬ 大力宣传普及

高新技术、 绿色发展、 健康生活等知识和观

念ꎬ 促进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和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ꎬ 进一步推动依靠创新驱

动ꎬ 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

可持续的发展ꎮ
———以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带动全民科

学素质整体水平跨越提升ꎮ 青少年的科学兴

趣、 创新意识、 学习实践能力明显提高ꎬ 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意识和决策水平不断提

升ꎬ 农民和城镇劳动者的科学生产生活能力快

速提高ꎬ 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集

中连片贫困地区公民的科学素质显著提升ꎮ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公共服务能力大

幅增强ꎮ 科技教育与培训体系基本完善ꎬ 社区

科普益民服务机制逐步建立ꎬ 科普基础设施的

保障能力不断增强ꎬ 科普信息化建设取得突破

进展ꎬ 科普产业快速发展ꎬ 科普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ꎬ 公民提升自身科学素质的机会与途径显

著增多ꎮ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健

全ꎮ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共建、 社会动员、 监

测评估等机制进一步完善ꎬ 社会各方面参与公

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积极性明显增强ꎮ
三、 重点任务
根据指导方针和目标ꎬ “十三五” 时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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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 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行动ꎮ
任务:
———宣传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ꎬ 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ꎬ 激发

青少年科学兴趣ꎬ 培养青少年科学思想和科学

精神ꎮ
———完善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技教育ꎬ 增强

中小学生的创新意识、 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ꎬ
促进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大幅提升ꎮ

———完善高等教育阶段的科技教育ꎬ 引导

大学生树立科学思想ꎬ 弘扬科学精神ꎬ 激发大

学生创新创造创业热情ꎬ 提高大学生开展科学

研究和就业创业的能力ꎮ
———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科技教育和

科普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ꎬ 促进学校科技教育

和校外科普活动有效衔接ꎮ
———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成果ꎬ 提高农

村中小学科技教育质量ꎬ 为农村青少年提供更

多接受科技教育和参加科普活动的机会ꎮ
措施:
———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科技教育ꎮ 基于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ꎬ 完善中小学科学课程

体系ꎬ 研究提出中小学科学学科素养ꎬ 更新中

小学科技教育内容ꎬ 加强对探究性学习的指

导ꎮ 修订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实验教材ꎮ 增强中

学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等学科教学的横向

配合ꎮ 重视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ꎬ 加快推进教

育信息化ꎬ 继续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和应用

力度ꎮ
———推进高中阶段的科技教育ꎮ 修订普通

高中科学与技术领域课程标准ꎬ 明确对学科素

养和学业质量的要求ꎮ 修订普通高中数学、 物

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

课程标准实验教材ꎬ 鼓励普通高中探索开展科

学创新与技术实践的跨学科探究活动ꎮ 规范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ꎬ 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发展ꎮ 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与科学实

践、 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ꎬ 提高学生的探

究能力ꎮ 深入实施 “中学生英才计划”ꎬ 促进

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互动衔接ꎬ 鼓励各地积极

探索科技创新和应用人才的培养方式ꎬ 加强普

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建设ꎮ 强化中等

职业学校科技教育ꎬ 发挥课程教学主渠道作

用ꎬ 推动科技教育进课堂、 进教材、 列入教学

计划ꎬ 系统提升学生科学意识和综合素养ꎮ
———推进高等教育阶段科技教育和科普工

作ꎮ 组织开展大学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学、 计算机等课程改革ꎬ 推进高校科学基础课

建设ꎮ 加强科学史等科学素质类视频公开课建

设ꎮ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ꎬ 引导大学生

转变就业择业观念ꎬ 支持在校大学生开展创新

性实验、 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ꎮ 推动建立

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和创业就业基地ꎬ 大力开

展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挑战杯” 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创青春” 全

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活动ꎬ 为青年提供将科技

创意转化为实际成果的渠道、 平台ꎮ 深入实施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ꎬ 完善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机制ꎮ
———大力开展校内外结合的科技教育活

动ꎮ 充分发挥非正规教育的促进作用ꎬ 推动建

立校内与校外、 正规与非正规相结合的科技教

育体系ꎮ 广泛组织开展学校科技节、 科技周、
科普日、 公众科学日、 红领巾科技小社团、
“科技之光” 青年专家服务团等活动ꎬ 普及节

约资源、 保护环境、 防灾应急、 身心健康等知

识ꎬ 加强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和崇尚科学文

明、 反对愚昧迷信的宣传教育ꎮ 充分利用重点

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的科技教育资源ꎬ 开展全

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求真科学营等活动ꎮ 拓

展校外青少年科技教育渠道ꎬ 鼓励中小学校利

用科技馆、 青少年宫、 科技博物馆、 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等各类科技场馆及科普教育基地资

源ꎬ 开展科技学习和实践活动ꎮ 开展科技场

馆、 博物馆、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工作ꎬ 探索科

技教育校内外有效衔接的模式ꎬ 推动实现科技

教育活动在所有中小学全覆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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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ꎬ 均衡配置科

技教育资源ꎮ 推进信息技术与科技教育、 科普

活动融合发展ꎮ 推进优质科技教育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ꎮ 加强信息素养教育ꎬ 帮助青少年正确

合理使用互联网ꎮ 大力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青少年科普活动ꎬ 满足青少年对科技、 教育信

息的个性化需求ꎮ 面向农村学生特别是农村留

守儿童ꎬ 开展科技辅导、 心理疏导、 安全健康

等方面的志愿服务ꎬ 帮助他们提高科学素质、
丰富生活阅历、 增长见识ꎮ 加强各类家长学校

和青少年科普阵地建设ꎬ 开展科技类亲子体验

活动ꎬ 搭建传播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的新平台ꎬ
提高家长特别是母亲的科学素质ꎮ

分工: 由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

牵头ꎬ 中央宣传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国家民委、 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文化部、 卫生

计生委、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

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旅游局、
中科院、 社科院、 工程院、 地震局、 气象局、
自然科学基金会、 文物局、 全国妇联等单位

参加ꎮ
(二) 实施农民科学素质行动ꎮ
任务:
———宣传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ꎬ 围绕农业现代化、 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 粮食安全等ꎬ 贯彻党和国家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ꎬ 普及高效安全、 资源节约、 环境

友好、 乡村文明等知识和观念ꎮ
———加强农村科普信息化建设ꎬ 推动 “互

联网＋农业” 的发展ꎬ 促进农业服务现代化ꎮ
———着力培养 １０００ 万名具有科学文化素

质、 掌握现代农业科技、 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

力的新型职业农民ꎬ 全面提升农民的生活

水平ꎮ
———进一步加大对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科普工作的支持

力度ꎬ 大力提高农村妇女和农村留守人群的科

学素质ꎮ

措施:
———大力开展农业科技教育培训ꎮ 实施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现代青年农场主计划ꎬ
全方位、 多层次培养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

实用人才ꎮ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

络、 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农业综合服务站

(所)、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在农业科技

培训中的作用ꎬ 面向农民开展科技教育培训ꎮ
深入实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 “领头雁” 培养计

划ꎬ 通过开展技能培训、 强化专家和导师辅

导、 举办农村青年涉农产业创业创富大赛等方

式ꎬ 促进农村青年创新创业ꎮ 深入实施巾帼科

技致富带头人培训计划ꎬ 着力培养一支综合素

质高、 生产经营能力强、 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

新型职业女农民队伍ꎮ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科普活动ꎮ

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科普日、
科技周、 世界粮食日、 健康中国行、 千乡万村

环保科普行动、 农村安居宣传、 科普之春

(冬) 等各类科普活动ꎬ 大力普及绿色发展、
安全健康、 耕地保护、 防灾减灾、 绿色殡葬等

科技知识和观念ꎬ 传播科学理念ꎬ 反对封建迷

信ꎬ 帮助农民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

式ꎬ 提高农民健康素养ꎬ 建设美丽乡村和宜居

村庄ꎮ
———加强农村科普公共服务建设ꎮ 将科普

设施纳入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基层综合性

文化中心等建设中ꎬ 提升农村社区科普服务能

力ꎮ 深入实施基层科普行动计划ꎬ 发挥优秀基

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农村科普基地、 农村科

普带头人和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的示范带动作

用ꎮ 开展科普示范县 (市、 区) 等创建活动ꎬ
提升基层科普公共服务能力ꎮ

———加强农村科普信息化建设ꎮ 积极开展

信息技术培训ꎬ 加大对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
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宣传推广力度ꎬ 实施农

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ꎬ 鼓励和支持农村青年利

用电子商务创新创业ꎮ 建设科普中国乡村 ｅ 站ꎬ
大力开展农民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 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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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展播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技教育和科

普活动ꎮ 发挥中国智慧农民云、 科普中国服务

云、 中国环保科普资源网、 中国兴农网、 农业

科技网络书屋等作用ꎬ 帮助农民提高科学

素质ꎮ
———加强对薄弱地区的科普精准帮扶ꎮ 实

施科普精准扶贫ꎬ 加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科普服务能力建

设ꎬ 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和留守老

人的科普服务力度ꎮ 实施科普援藏援疆工作ꎬ
加大科普资源倾斜力度ꎬ 加强双语科普创作与

传播ꎮ 大力开展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巾帼科技

特派员、 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等工

作ꎬ 组织开展 “智爱妈妈” 活动ꎬ 努力提高农

村妇女科学素质ꎮ
分工: 由农业部、 中国科协牵头ꎬ 中央组

织部、 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科技部、 国家民

委、 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

部、 环境保护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质检

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中科院、 工程院、 地震

局、 气象局、 文物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

央、 全国妇联等单位参加ꎮ
(三) 实施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行动ꎮ
任务:
———宣传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ꎬ 弘扬创新创业精神ꎬ 引导更多劳

动者积极投身创新创业活动ꎮ
———围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实施 “中国

制造 ２０２５”、 推动生产方式转变ꎬ 以专业技术人

才、 高技能人才、 进城务工人员及失业人员的培

养培训为重点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实现有培训愿望

的劳动者都有机会参加一次相应的职业培训ꎮ
———推动职业技能、 安全生产、 信息技术

等知识和观念的广泛普及ꎬ 提高城镇劳动者科

学生产和健康生活能力ꎬ 促进城镇劳动者科学

素质整体水平提升ꎮ
措施:
———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ꎮ 完

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ꎬ 深入实施专业

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ꎬ 全面推进高级研修、
急需紧缺人才培养、 岗位培训、 国家级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设等重点项目ꎬ 开展少

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ꎬ 构建分层

分类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体系ꎮ 充分发挥

科技社团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ꎬ 帮助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攻关、 解决技

术难题ꎬ 参加跨行业、 跨学科的学术研讨和技

术交流活动ꎮ
———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ꎮ 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 技工院校为基础ꎬ 各类培训机构积极参

与、 公办与民办共举的职业培训和技能人才培

养体系ꎮ 面向城镇全体劳动者ꎬ 积极开展订单

式、 定岗、 定向等多种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安全生产培训和创业培

训ꎬ 基本消除劳动者无技能从业现象ꎬ 提高城

镇劳动者安全生产意识ꎬ 避免由于培训不到位

导致的安全事故ꎮ 组织开展技能就业培训工程

暨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和新一轮全国百家城市

技能振兴等专项活动ꎬ 深入实施国家高技能人

才振兴计划ꎬ 开展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全

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

等工作ꎬ 大力提升职工职业技能ꎮ
———广泛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培训教育ꎮ 大

力开 展 农 民 工 求 学 圆 梦 行 动、 “ 春 潮 行

动”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家政培

训、 城乡妇女岗位建功评选等活动ꎬ 将绿色发

展、 安全生产、 健康生活、 心理疏导、 防灾减

灾等作为主要内容ꎬ 发挥企业、 科普机构、 科

普场馆、 科普学校、 妇女之家等作用ꎬ 针对进

城务工人员广泛组织开展培训ꎬ 提高进城务工

人员在城镇的稳定就业和科学生活能力ꎬ 促进

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ꎬ 助力实现城市可持

续发展和宜居ꎮ
———大力营造崇尚创新创造的社会氛围ꎮ

深入开展 “大国工匠” “最美青工”、 智慧蓝

领、 巾帼建功等活动ꎬ 倡导敢为人先、 勇于冒

尖的创新精神ꎬ 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ꎬ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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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ꎬ 最大限度释放职工创新

潜力ꎬ 形成人人崇尚创新、 人人渴望创新、 人

人皆可创新的社会氛围ꎮ
分工: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

会、 安全监管总局牵头ꎬ 中央宣传部、 教育

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卫生

计生委、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 中科院、 工程院、 地震局、 气

象局、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科协等单

位参加ꎮ
(四) 实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

行动ꎮ
任务:
———着眼于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

执政水平、 科学治理能力、 科学生活素质ꎬ 大

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等科学理论的教育ꎬ 宣传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开

展科技革命、 产业升级等前沿科技知识的专题

教育ꎬ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ꎬ 加强科技知

识、 科学方法的培训和科学思想、 科学精神的

培养ꎬ 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在各类

职业人群中位居前列ꎬ 推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更好地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措施:
———加强规划ꎬ 把科学素质教育作为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的长期任务ꎮ 认真贯彻

落实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有关部署要求ꎬ 严格执行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条例» 有关规定ꎮ 在研究制定领导干部和公务

员培训规划时ꎬ 突出科学理论、 科学方法和科

技知识的学习培训以及科学思想、 科学精神的

培养ꎬ 重点加强对市县党政领导干部、 各级各

部门科技行政管理干部、 科研机构负责人和国

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负责人等的教育

培训ꎮ
———创新学习渠道和载体ꎬ 加强领导干部

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教育培训ꎮ 在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中ꎬ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的学

习ꎮ 把树立科学精神、 增强科学素质纳入党

校、 行政学院和各类干部培训院校教学计划ꎬ
合理安排课程和班次ꎬ 引导、 帮助领导干部和

公务员不断提升科学管理能力和科学决策水

平ꎮ 鼓励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通过网络培训、 自

学等方式强化科学素质相关内容的学习ꎮ 积极

利用网络化、 智能化、 数字化等教育培训手

段ꎬ 扩大优质科普信息覆盖面ꎬ 满足领导干部

和公务员多样化学习需求ꎮ 在干部培训教材建

设中强化新科技内容的编写和使用ꎬ 编发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应知必读科普读本ꎮ
———在领导干部考核和公务员录用中ꎬ 体

现科学素质的要求ꎮ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地

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有

关要求ꎬ 不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ꎮ 在党政

领导干部、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任职考察、 年度

考核中ꎬ 强化与科学素质要求有关的具体内

容ꎮ 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ꎬ 强化科学素质有关

内容ꎮ 制定并不断完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

素质监测、 评估标准ꎮ
———广泛开展针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各

类科普活动ꎮ 办好院士专家科技讲座、 科普报

告等各类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普活动ꎮ 继续在

党校、 行政学院等开设科学思维与决策系列课

程ꎮ 做好心理咨询、 心理健康培训等工作ꎬ 开

发系列指导手册ꎬ 打造网络交流平台ꎮ 有计划

地组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到科研场所实地参观

学习ꎬ 鼓励引导领导干部参与科普活动ꎮ 组织

开展院士专家咨询服务活动ꎬ 着力提升广大基

层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ꎮ
———加大宣传力度ꎬ 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提高科学素质营造良好氛围ꎮ 加强科技宣传ꎬ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优势ꎬ 增加科技宣传版面

和时段ꎬ 用好用活新媒体工具ꎬ 推广发布一批

优秀科普作品ꎬ 大力传播科技知识、 科学方

法、 科学思想、 科学精神ꎮ 围绕科技创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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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 选树一批弘扬科学精神、 提倡科学态度、
讲究科学方法的先进典型ꎮ

分工: 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牵头ꎬ 中央宣传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文化部、 卫生

计生委、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

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中科院、
社科院、 地震局、 气象局、 文物局、 共青团中

央、 全国妇联、 中国科协等单位参加ꎮ
(五) 实施科技教育与培训基础工程ꎮ
任务:
———构建科学教师培训体系ꎬ 加大培训力

度ꎬ 不断提高教师科学素质和科技教育水平ꎬ
建成一支优秀科学教师队伍ꎮ

———完善科技教育课程教材ꎬ 特别是加强

民族语言教材建设ꎬ 满足不同对象的科技教育

和培训需求ꎮ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ꎬ 优化教学方

法ꎬ 不断推动科技教育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ꎮ
———完善科技教育培训基础设施ꎬ 不断提

高科技教育培训基地、 场所的利用效率ꎬ 保障

科技教育与培训有效实施ꎮ
措施:
———加强科技教育师资培训和研修ꎮ 鼓励

有条件的高等师范院校开设科技教育等专业或

相关课程ꎬ 培养更多科技教育师资ꎮ 在 “国培

计划” 中ꎬ 加强教师科学素质能力培训ꎬ 培养

“种子” 教师ꎬ 推动各地加大对科学教师以及

相关学科教师的培训力度ꎬ 提高教师科技教育

的教学能力和水平ꎮ 实施科学教师和科技辅导

员专项培训ꎬ 建立培训基地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对

全国一线科学教师和骨干科技辅导员培训全

覆盖ꎮ
———加强各类人群科技教育培训的教材建

设ꎮ 结合不同人群特点和需求ꎬ 不断更新丰富

科技教育培训的教材内容ꎬ 开设专业课程与科

技前沿讲座等ꎮ 将科普工作与素质教育紧密结

合ꎬ 注重培养具有创意、 创新、 创业能力的高

层次创造性人才ꎮ 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及环境保护、 节约资

源、 防灾减灾、 安全健康、 应急避险、 科学测

量等相关科普内容ꎬ 纳入各级各类科技教育培

训教材和教学计划ꎮ 加强职业教育、 成人教

育、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和各类培训中科技教育

的教材建设ꎮ
———进一步改进科技教育教学方法ꎮ 发挥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示范辐射作用ꎬ
加大科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力度ꎮ 加强学

生综合实践活动指导ꎬ 提高学生探究性学习和

动手操作能力ꎮ 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研究ꎬ 研

究建立符合我国青少年特点、 有利于推动青少

年科学素质提高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青少年科学

素质测评体系ꎮ
———加强科技教育与培训的基础设施建

设ꎮ 根据实际需求ꎬ 因地制宜建设科技教育培

训基础设施ꎬ 重点加强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中小

学科技教育硬件设施建设ꎮ 合理规划布局现有

科技教育培训基地、 场所ꎬ 不断提高使用效

率ꎮ 调动社会资源积极参与中小学科技教育网

络资源建设ꎬ 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ꎬ 不断

丰富网络教育内容ꎬ 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广泛共

享ꎮ 鼓励高校、 科研院所、 科技场馆、 职业学

校、 成人教育培训机构、 社区学校等各类公共

机构积极参与科技教育和培训工作ꎮ
———充分发掘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教育资

源ꎬ 健全科教结合、 共同推动科技教育的有效

模式ꎮ 推动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科技专家参

与科学教师培训、 中小学科学课程教材建设和

教学方法改革ꎮ 推动有条件的中学科学教师到

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和重点实验室参与科研实

践ꎮ 加强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ꎬ 推动高校

师生广泛树立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ꎮ 推动实施

“科学与中国” 科学教育计划ꎮ
分工: 由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科院牵头ꎬ 中央宣传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国家民委、 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 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林业局、 社科

院、 工程院、 地震局、 气象局、 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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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

国科协等单位参加ꎮ
(六) 实施社区科普益民工程ꎮ
任务:
———宣传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ꎬ 普及尊重自然、 绿色低碳、 科学

生活、 安全健康、 应急避险等知识和观念ꎬ 提

升社区居民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参与

公共事务的能力ꎬ 提高居民健康素养ꎬ 促进社

区居民全面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ꎬ 促

进和谐宜居、 富有活力、 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

市建设ꎮ
———大力提升社区科普公共服务能力ꎬ 促

进基层社区科普服务设施融合发展ꎬ 推动城镇

常住人口科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ꎬ 全面提升

居民科学素质ꎬ 助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发展ꎮ
措施:
———广泛开展社区科技教育、 传播与普及

活动ꎮ 围绕 “节约能源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 促进创新创造” 的工作主题ꎬ
深入开展科普日、 科技周、 世界环境日、 世界

地球日、 世界标准日以及科技、 文化、 卫生、
安全、 健康、 环保进社区等活动ꎮ 组织开展社

区气象、 防震减灾、 燃气用电安全、 电梯安全

以及社区居民安全技能、 老年人急救技能培训

等各类应急安全教育培训活动ꎮ 面向城镇新居

民开展适应城市生活的科技教育、 传播与普及

活动ꎬ 帮助新居民融入城市生产生活ꎮ
———大力改善社区科普基础条件ꎮ 推动基

层服务中心融合发展ꎬ 在新建及现有的基层服

务中心拓展科普功能ꎮ 建设科普中国社区 ｅ 站ꎬ
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ꎬ 深入推进社区科普益

民服务站、 科普学校、 科普网络建设ꎬ 进一步

加强社区科普组织和人员建设ꎮ 充分发挥科普

基础设施作用ꎬ 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党员教育、
体育健身、 文化宣传、 卫生健康、 食品药品、
防灾减灾等各类科普活动ꎮ

———促进形成政府推动、 社会支持、 居民

参与的社区科普新格局ꎮ 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中切实加强社区科普工作ꎬ 深入实施基层科普

行动计划ꎬ 推动全国科普示范社区蓬勃发展ꎮ
激发社会主体参与科普的积极性ꎬ 面向社区提

供多样化的科普产品和服务ꎬ 动员驻区学校、
科研院所、 企业、 科技社团、 科普场馆、 科普

教育基地等相关单位开发开放科普资源ꎬ 支持

和参与社区科普活动ꎮ 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和科

普志愿者组织的作用ꎬ 组织和引导社区居民参

与科普活动ꎬ 发挥党员先锋岗、 工人先锋岗、
青年文明岗、 巾帼文明岗以及在社区有影响和

号召力人士的带动作用ꎬ 加强社区科学文化建

设ꎬ 助力和谐社区、 美丽社区建设ꎮ
分工: 由文化部、 民政部、 全国妇联、 中

国科协牵头ꎬ 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科技部、
国家民委、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卫生计

生委、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总

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中科

院、 社科院、 地震局、 气象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参加ꎮ

(七) 实施科普信息化工程ꎮ
任务:
———以科普信息化为核心ꎬ 推动实现科普

理念和科普内容、 表达方式、 传播方式、 组织

动员、 运行和运营机制等服务模式的全面

创新ꎮ
———提升优质科普内容资源供给能力ꎬ 运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ꎬ 实现科普与艺术、 人

文有机结合ꎬ 推出更多有知有趣有用的科普精

品ꎬ 让科学知识在网上和生活中流行ꎮ
———提升科技传播能力ꎬ 推动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深度融合ꎬ 实现多渠道全媒体传播ꎬ
大幅提升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水平ꎮ

———推动科普信息在社区、 学校、 农村等

落地应用ꎬ 提升科技传播精准服务水平ꎬ 满足

公众泛在化、 个性化获取科普信息的需求ꎬ 定

向、 精准推送科普信息ꎮ
措施:
———实施 “互联网＋科普” 行动ꎮ 汇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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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量打造科普中国品牌ꎬ 推动科普领域牢固

树立精品意识和质量意识ꎬ 引导建设众创、 众

包、 众扶、 众筹、 分享的科普生态圈ꎬ 打造科

普新格局ꎮ 以科普的内容信息、 服务云、 传播

网络、 应用端为核心ꎬ 形成 “两级建设、 四级

应用” 的科普信息化服务体系ꎮ 以提升科普服

务效能为核心、 以科普信息汇聚生产与有效利

用为目标ꎬ 建设科普中国服务云ꎬ 实现科普的

信息汇聚、 数据分析挖掘、 应用服务、 即时获

取、 精准推送、 决策支持ꎮ 建立完善网络科普

内容科学性把关、 网络科普传播舆情实时监测

机制ꎮ 深入探索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的科普公共服务新模式ꎬ 进一步把政

府与市场、 需求与生产、 内容与渠道、 事业与

产业有效连接起来ꎬ 实现科普的倍增效应ꎮ
———繁荣科普创作ꎮ 支持优秀科普原创作

品以及科技成果普及、 健康生活等重大选题ꎬ
支持科普创作人才培养和科普文艺创作ꎮ 大力

开展科幻、 动漫、 视频、 游戏等科普创作ꎬ 推

动制定对科幻创作的扶持政策ꎬ 推动科普游戏

开发ꎬ 加大科普游戏传播推广力度ꎬ 加强科普

创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ꎮ
———强化科普传播协作ꎮ 制定鼓励大众传

媒开展科技传播的政策措施ꎮ 引导中央及地方

主要新闻媒体加大科技宣传力度ꎬ 扶持科技宣

传报道做大做强ꎮ 支持电视台、 广播电台制作

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适合在电视、 广播电台和

互联网同步传播的科普作品ꎬ 增加播放时间和

传播频次ꎬ 办好电视科普频道ꎮ 鼓励报刊和网

站增加科普内容或增设科普专栏ꎮ 举办科技类

全国电视大赛ꎬ 营造全社会学科学的浓厚氛

围ꎮ 创新科普传播形式ꎬ 推动图书、 报刊、 音

像电子、 电视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科普内

容、 渠道、 平台、 经营和管理上深度融合ꎬ 实

现包括纸质出版、 网络传播、 移动终端传播在

内的多渠道全媒体传播ꎮ 组织开展科技宣传报

道编辑记者学习培训ꎬ 提升大众传媒从业者的

科学素质与科技传播能力ꎮ
———强化科普信息的落地应用ꎮ 依托大数

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ꎬ 洞察和感知公众

科普需求ꎬ 创新科普的精准化服务模式ꎬ 定

向、 精准地将科普信息送达目标人群ꎮ 通过科

普中国服务云、 科普中国 Ｖ 视快递、 科普中国

ｅ 站推送等方式ꎬ 推动科普信息在社区、 学校、
农村等落地应用ꎮ 强化移动端科普推送ꎬ 支持

移动端科普融合创作ꎬ 鼓励科研机构通过微

信、 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建设和运行有影响力的

科普公众号ꎬ 强化科普头条新闻推送ꎬ 促进科

普活动线上线下结合ꎮ 加大对革命老区、 民族

地区、 边疆地区、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群众及青

少年等重点人群的科普信息服务定制化推送

力度ꎮ
分工: 由中国科协、 中央宣传部、 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牵头ꎬ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国家民委、 民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

境保护部、 农业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质

检总局、 体育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 林业局、 旅游局、 中科院、 社科

院、 工程院、 地震局、 气象局、 自然科学基金

会、 文物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等单位

参加ꎮ
(八) 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工程ꎮ
任务:
———增加科普基础设施总量ꎬ 完善科普基

础设施布局ꎬ 提升科普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ꎬ
实现科普公共服务均衡发展ꎮ

———推进优质科普资源开发开放ꎬ 优化资

源配置ꎬ 拓展公众参与科普的途径和机会ꎮ
措施:
———加强对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的顶层设计

和宏观指导ꎮ 制定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

划ꎬ 将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地基本建设计

划ꎮ 制定完善各类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

规范标准和运行机制ꎬ 研究建立科普基础设施

的评估体系ꎬ 开展监测评估工作ꎮ
———创新完善现代科技馆体系ꎮ 突出信息

化、 时代化、 体验化、 标准化、 体系化、 普惠

化、 社会化ꎬ 推动由数量与规模增长的外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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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向提升科普能力与水平的内涵式发展

模式转变ꎬ 进一步建立完善以实体科技馆为龙

头和基础ꎬ 流动科技馆、 科普大篷车、 虚拟现

实科技馆、 农村中学科技馆、 数字科技馆为拓

展和延伸ꎬ 辐射基层科普设施的中国特色现代

科技馆体系ꎮ 发挥自然博物馆和专业行业类科

技馆等场馆以及中国数字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集

散与服务平台作用ꎮ 大力推动虚拟现实等技术

在科技馆展览教育中的应用ꎬ 以 “超现实体

验、 多感知互动、 跨时空创想” 为核心理念ꎬ
研发可复制、 可推广的虚拟现实科技馆ꎬ 生动

展现科技前沿ꎮ 推动中西部地市级科技馆、 专

题行业科技馆建设ꎮ 推动建立科普标准化组

织ꎬ 完善科技馆行业国家标准体系以及相关标

准规范ꎬ 开展科技馆评级与分级评估ꎮ 建立健

全科技馆免费开放制度ꎬ 提高科技馆公共服务

质量和水平ꎮ
———加强基层科普设施建设ꎮ 依托现有资

源ꎬ 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具备科技教育、 培训、
展示等多功能的开放性、 群众性科普活动场所

和科普设施ꎮ 加快建设农村中学科技馆、 乡村

学校少年宫等农村青少年科技活动场所ꎮ 加强

科技场馆及基地等与少年宫、 文化馆、 博物

馆、 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联动ꎬ 拓展

科普活动阵地ꎮ 充分利用线上科普信息ꎬ 强化

现有设施的科普教育功能ꎮ
———加强科普教育基地建设ꎮ 依托现有资

源ꎬ 建设国土资源、 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 食

品药品、 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 林业、 地震、
气象等行业类、 科研类科普教育基地ꎮ 制定完

善科普教育基地的管理制度ꎬ 加强工作考核和

动态管理ꎬ 提升服务能力ꎮ 推动青少年宫、 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 各类培训基地和文化场所等

增加科技教育内容ꎬ 引导海洋馆、 主题公园、
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 地质公

园、 动植物园、 旅游景区、 地震台站、 地震遗

址遗迹等公共设施增强科普功能ꎮ
———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开发开放ꎮ 推动高

校、 科研机构、 工程中心 (实验室)、 科技社

团向公众开放实验室、 陈列室和其他科技类设

施ꎬ 推动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ꎬ 充分发挥天文

台、 野外台站、 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等高端科研设施的科普功能ꎮ 鼓励高新技术

企业对公众开放研发机构、 生产设施 (流程、
车间) 或展览馆等ꎬ 推动建设专门科普场所ꎮ
充分发挥高校、 科研院所、 企业等科技人才和

资源优势ꎬ 积极组织开展科普活动ꎮ
分工: 由中国科协、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牵头ꎬ 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国家民委、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

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质检总局、 体育总

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旅游局、 中

科院、 地震局、 气象局、 文物局、 全国总工

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单位参加ꎮ
(九) 实施科普产业助力工程ꎮ
任务:
———研究制定科普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以

及技术标准、 规范ꎮ
———促进科普产业健康发展ꎬ 大幅提升科

普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ꎬ 有效支撑科普事业

发展ꎮ
措施:
———完善科普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ꎮ 开展

科普产品和服务发展相关政策研究ꎬ 推动制定

科普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ꎬ 将科普产业纳入高

新技术产业、 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相关优惠

政策范围ꎬ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科普社会资

源的功能ꎮ
———推动科普产品研发与创新ꎮ 成立全国

科普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ꎬ 组织制定科普相

关标准ꎬ 建立完善科普产品和服务的技术规

范ꎮ 依托科普机构、 科研机构、 产学研中心等

建立科普产品研发中心ꎬ 开展科普产品和服务

的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研发推广ꎬ 增强科普

产品和服务的原始创新能力ꎬ 提升市场竞争

力ꎮ 开展科普创作和产品研发示范团队建设ꎬ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科普产品转化ꎬ 探索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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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科普产业结合的有效机制ꎮ
———加强科普产业市场培育ꎮ 利用科普活

动、 科普教育基地、 科普场馆、 科普机构等有

利条件ꎬ 发挥集成效应ꎬ 通过竞赛、 线上线下

相结合等方式ꎬ 搭建科普创客空间ꎬ 支持创客

参与科普产品的创新、 创造、 创业ꎮ 鼓励建立

科普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ꎬ 组建中国科学文化

出版传媒集团等科普龙头企业ꎬ 形成科普产业

集群ꎬ 实现集约发展ꎮ 搭建科普产品和服务交

易平台ꎬ 加大政府购买科普产品和服务的

力度ꎮ
分工: 由科技部、 中国科协牵头ꎬ 发展改

革委、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民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安

全监管总局、 林业局、 旅游局、 中科院、 社科

院、 工程院、 地震局、 气象局、 文物局、 全国

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单位参加ꎮ
(十) 实施科普人才建设工程ꎮ
任务:
———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ꎬ 培养和选拔

一批高水平科普人才ꎬ 壮大专兼职科普人才队

伍ꎬ 推动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ꎬ 优化科普人才

结构ꎮ
———建立完善科普人才激励机制ꎬ 推动科

普人才知识更新和能力培养ꎬ 增强适应现代科

普发展的能力ꎮ
措施:
———完善科普人才培养、 使用和评价制

度ꎮ 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 教育、 人才发展规

划纲要ꎬ 加强科普人才培养、 使用和评价的政

策研究ꎬ 推动制定科普学科发展、 科普专业设

置、 科普人才评价标准、 技术职务等相关制

度ꎬ 建立激励机制ꎬ 充分调动科普人员积

极性ꎮ
———加强科普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ꎮ 深入

推进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试点工作ꎬ 总结

推广经验ꎬ 加强教学大纲、 教材、 课程和师资

队伍建设ꎬ 加大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力

度ꎮ 依托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科普组织、 企

业与相关机构建立完善科普人才继续教育基

地ꎬ 以科普组织管理、 科技教育、 科技传播、
科普活动组织、 科普经营管理等从业者为重

点ꎬ 围绕科普的新理论、 新方法、 新手段等ꎬ
及时更新补充新知识、 扩展新视野、 提升创新

能力ꎬ 以适应科技发展、 社会进步和现代科普

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ꎮ
———加强科普专业队伍建设ꎮ 充分发挥科

技社团、 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等作用ꎬ 搭建科

学传播服务平台ꎬ 发展壮大科学传播专家团

队ꎬ 深入开展科学传播活动ꎮ 结合科技教育和

课外科普活动ꎬ 重点在中小学校、 科普场馆、
青少年宫等建立专职青少年科技辅导员队伍ꎮ
依托基层各类组织ꎬ 动员科技特派员、 大学生

村官、 农村致富带头人、 气象信息员、 中小学

教师和科普志愿者等担任科普宣传员ꎬ 实现乡

村社区科普宣传员全覆盖ꎮ 发挥民族院校的作

用ꎬ 加强双语科普人才培养ꎮ 结合各类社区科

普设施和活动ꎬ 发展壮大社区科普队伍ꎮ 充分

发挥企业科协、 企业团委、 职工技协、 研发中

心等作用ꎬ 结合职工技能培训、 继续教育和各

类科普活动ꎬ 培养和造就企业实用科普人才ꎮ
———大力发展科普志愿者队伍ꎮ 建立完善

科普志愿者组织管理制度ꎬ 推动各级各类科普

志愿者队伍建设ꎬ 推动建立科普志愿者社团组

织ꎬ 开展科普志愿者交流、 培训、 经验推广等

工作ꎮ 搭建科普志愿活动服务平台ꎬ 充分发挥

科普志愿者在各类科普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ꎬ 规范记录科普志愿者的服务信息ꎬ 建立完

善科普志愿服务激励机制ꎮ 鼓励老科技工作

者、 高校师生、 中学生、 传媒从业者参与科普

志愿服务ꎮ 建立健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科普

志愿者动员机制ꎬ 发展应急科普志愿者队伍ꎮ
分工: 由中国科协、 科技部、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牵头ꎬ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教

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民委、 民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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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委、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安全监管总

局、 林业局、 旅游局、 中科院、 社科院、 工程

院、 地震局、 气象局、 自然科学基金会、 文物

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单

位参加ꎮ
四、 组织实施和保障条件
(一) 组织领导ꎮ
———国务院负责领导 «科学素质纲要» 实

施工作ꎮ 各有关部门按照 «科学素质纲要» 的

要求和本实施方案的分工安排ꎬ 将有关任务纳

入本部门本系统的相关工作规划和计划ꎬ 充分

履行工作职责ꎬ 发挥各自优势ꎬ 密切配合ꎬ 形

成合力ꎮ 中国科协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ꎬ 做好

日常沟通联络工作ꎬ 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推进公

民科学素质建设ꎮ
———地方各级政府负责领导当地的 «科学

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ꎮ 要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作为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ꎬ
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ꎬ 把实施

«科学素质纲要» 的重点任务列入年度工作计

划ꎬ 纳入目标管理考核ꎮ 要因地制宜ꎬ 制定本

地区 “十三五”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实施方

案ꎮ 要完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机制ꎬ 加大

政策支持和投入ꎬ 为实施 «科学素质纲要» 提

供保障ꎬ 全面推进本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ꎮ
———加强 «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的督促检

查ꎬ 推动各项工作任务和目标的落实ꎮ
(二) 长效机制ꎮ
———建立完善共建机制ꎮ 全民科学素质纲

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与地方政府建立公民科学素

质建设共建机制ꎬ 形成一级带一级、 层层抓落

实的工作局面ꎮ
———建立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机制ꎮ 继续

落实在符合条件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科

普任务ꎬ 将科普工作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工作的

有机组成部分ꎬ 提高科普成果在科技考核指标

中所占比重ꎮ 完善国家科技报告制度ꎬ 推动重

大科技成果实时普及ꎮ 中科院、 工程院的院士

专家带头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活动ꎮ
———建立完善监测评估机制ꎮ 完善公民科

学素质调查体系ꎬ 定期开展中国公民科学素质

调查和全国科普统计工作ꎬ 客观反映公民科学

素质建设情况ꎬ 为 «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和监

测评估提供依据ꎮ 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

论研究ꎬ 把握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本规律和

国际发展趋势ꎬ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素质

发展监测指标体系ꎬ 创新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

评估方法ꎬ 适时开展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第三方

评估ꎮ
———建立完善社会动员机制ꎮ 深入开展全

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 区)、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等创建活动ꎬ 进

一步形成政府推动、 社会参与的良性机制ꎮ 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ꎬ 对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ꎬ 大

力宣传先进人物和典型经验ꎮ 加强科普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ꎬ 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ꎬ 提高我

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国际影响力ꎮ
(三) 保障条件ꎮ
———政策法规ꎮ 在国家和地方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 相关专项规划以及有关科技

教育、 传播与普及的法律法规中ꎬ 体现公民科

学素质建设的目标和要求ꎮ 完善促进公民科学

素质建设的政策法规ꎬ 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普及法» 实施条例和地方科普条例的

研究制定工作ꎬ 落实有关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的

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ꎬ 研究制定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长远发展规划ꎬ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提供

政策保障ꎮ
———经费投入ꎮ 各级政府根据财力情况和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ꎬ 逐步提高

教育、 科普经费的投入水平ꎬ 并将科普经费列

入同级财政预算ꎬ 国家、 省、 地市、 县四级合

理分担科普财政投入ꎮ 中央财政根据财政状

况ꎬ 继续支持对地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相关的

转移支付ꎮ 地方各级政府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ꎮ 各有关部门根据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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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任务ꎬ 按照国家预算管

理的规定和现行资金渠道ꎬ 统筹考虑和落实公

民科学素质建设所需经费ꎮ 加强对科普经费、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经费等专项经费使用情况的

绩效考评ꎬ 确保专款专用和使用效果ꎮ 通过众

筹众包、 项目共建、 捐款捐赠、 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ꎬ 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民科学素

质建设ꎮ
(四) 进度安排ꎮ
———启动实施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推动和指导各地

制定本地 “十三五”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实施方

案并启动实施工作ꎮ 做好 “十三五” «科学素

质纲要» 实施动员和宣传工作ꎮ
———深入实施ꎮ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ꎬ 针对薄弱

环节ꎬ 继续完善工作机制ꎬ 解决突出问题ꎬ 全

面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的实施ꎮ 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ꎬ 启动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长远发展战略

研究工作ꎮ
———总结评估ꎮ ２０２０ 年ꎬ 组织开展督查ꎬ

对 “十三五” 期间和 «科学素质纲要» 颁布实

施以来的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进行总结和全面评

估ꎬ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表彰奖励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 «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方案»

近日ꎬ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全

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

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方案»ꎬ 并发出通知ꎬ 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ꎮ
通知指出ꎬ 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

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 (以下简称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ꎬ 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

教育的重要实践ꎬ 是推动党内教育从 “关键少

数” 向广大党员拓展、 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

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ꎮ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

委 (党组) 要充分认识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

教育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保持

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意义ꎬ 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ꎬ 尽好责、 抓到位、 见实效ꎮ
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ꎬ 教育引导党员尊崇党

章、 遵守党规ꎬ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ꎬ 着力解

决党员队伍在思想、 组织、 作风、 纪律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ꎬ 努力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政治

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坚定

理想信念、 保持对党忠诚、 树立清风正气、 勇

于担当作为ꎬ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ꎮ
通知强调ꎬ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不是一

次活动ꎬ 要突出正常教育ꎬ 区分层次ꎬ 有针对

性地解决问题ꎬ 依托 “三会一课” 等党的组织

生活制度ꎬ 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 自我提高的

主动性ꎬ 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常、
严在经常ꎮ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确

定学习方式ꎬ 为基层留出空间ꎮ 要紧紧围绕党

的中心工作和全党工作大局开展学习教育ꎬ 坚

持两手抓ꎬ 防止 “两张皮”ꎮ 要进一步严密党

的组织体系、 严肃党的组织生活、 严格党员教

育管理、 严明党建工作责任制ꎬ 激励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事创业、 开拓进取ꎬ 为协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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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贯彻落实五大发展

理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ꎮ
通知要求ꎬ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 (党

组) 要根据方案要求ꎬ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ꎮ 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情况ꎬ 要

及时报告党中央ꎮ
«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方案» 全

文如下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ꎬ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ꎬ 巩固

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成果ꎬ 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

想、 组织、 作风、 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ꎬ 保

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ꎬ 党中央决定ꎬ
２０１６ 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

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 (以下简称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ꎮ 现提出如下方案ꎮ
一、 总体要求
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是落实党章

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 面向全体党员深

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ꎬ 是推动党内教育从

“关键少数” 向广大党员拓展、 从集中性教育

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ꎬ 是加强党的思

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ꎮ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不是一次活动ꎬ 要突出正常教育ꎬ 区分层

次ꎬ 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ꎬ 用心用力ꎬ 抓细抓

实ꎬ 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常、 严在

经常ꎮ
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基础在学ꎬ

关键在做ꎮ 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ꎬ 以尊

崇党章、 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ꎬ 以用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ꎬ
教育引导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ꎬ 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ꎬ 提高党性觉悟ꎻ 进一步增

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

识ꎬ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ꎻ 进一步树立清风正

气ꎬ 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ꎻ 进一步强化宗旨

观念ꎬ 勇于担当作为ꎬ 在生产、 工作、 学习和

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ꎬ 为党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夯实基础ꎬ 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

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ꎮ
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要增强针对

性ꎬ “学” 要带着问题学ꎬ “做” 要针对问题

改ꎮ 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

题ꎬ 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ꎬ 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缺乏信心ꎬ 精神空虚ꎬ 推崇西方价值

观念ꎬ 热衷于组织、 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ꎻ 着

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ꎬ 主要是

看齐意识不强ꎬ 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ꎬ 在党

不言党、 不爱党、 不护党、 不为党ꎬ 组织纪律

散漫ꎬ 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ꎬ 不按时交

纳党费ꎬ 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ꎬ 不按党的

组织原则办事等ꎻ 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

淡薄的问题ꎬ 主要是利己主义严重ꎬ 漠视群众

疾苦、 与民争利、 执法不公、 吃拿卡要、 假公

济私、 损害群众利益ꎬ 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等ꎻ 着力解决一些党员

精神不振的问题ꎬ 主要是工作消极懈怠ꎬ 不作

为、 不会为、 不善为ꎬ 逃避责任ꎬ 不起先锋模

范作用等ꎻ 着力解决一些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

问题ꎬ 主要是违反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

美德ꎬ 不注意个人品德ꎬ 贪图享受、 奢侈浪费

等ꎮ 要持之以恒纠正 “四风”ꎬ 抓好不严不实

突出问题整改ꎬ 推动党的作风不断好转ꎮ
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要坚持正

面教育为主ꎬ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ꎻ 坚持学

用结合ꎬ 知行合一ꎻ 坚持问题导向ꎬ 注重实

效ꎻ 坚持领导带头ꎬ 以上率下ꎻ 坚持从实际

出发ꎬ 分类指导ꎮ 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ꎬ
以 “三会一课” 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ꎬ
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ꎬ 针对

领导机关、 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 普通党员

的不同情况作出安排ꎮ 要给基层党组织结合

实际开展学习教育留出空间ꎬ 发挥党支部自

我净化、 自我提高的主动性ꎬ 防止大而化之ꎬ
力戒形式主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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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习教育内容
１ 学党章党规ꎮ 着眼明确基本标准、 树立

行为规范ꎬ 逐条逐句通读党章ꎬ 全面理解党的

纲领ꎬ 牢记入党誓词ꎬ 牢记党的宗旨ꎬ 牢记党

员义务和权利ꎬ 引导党员尊崇党章、 遵守党

章、 维护党章ꎬ 坚定理想信念ꎬ 对党绝对忠

诚ꎮ 认真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党内法规ꎬ 学

习党的历史ꎬ 学习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ꎬ 从周

永康、 薄熙来、 徐才厚、 郭伯雄、 令计划等违

纪违法案件中吸取教训ꎬ 肃清恶劣影响ꎬ 发挥

正面典型的激励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ꎬ
引导党员牢记党规党纪ꎬ 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ꎬ 树立崇高道德追求ꎬ 养成纪律自觉ꎬ 守

住为人、 做事的基准和底线ꎮ
２ 学系列讲话ꎮ 着眼加强理论武装、 统一

思想行动ꎬ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发

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

思想ꎬ 认真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引导党员深入

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ꎬ 深

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同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ꎬ 深

刻理解党的科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内在联系ꎬ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要区别普通

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ꎬ 确定学习的重点内容ꎮ
３ 做合格党员ꎮ 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

展对党员的新要求ꎬ 坚持以知促行ꎬ 做讲政

治、 有信念ꎬ 讲规矩、 有纪律ꎬ 讲道德、 有品

行ꎬ 讲奉献、 有作为的合格党员ꎮ 引导党员强

化政治意识ꎬ 保持政治本色ꎬ 把理想信念时时

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ꎻ 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ꎬ 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ꎬ 向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ꎬ 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ꎻ 践行党的宗旨ꎬ 保持公仆情怀ꎬ 牢记共产

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ꎬ 密切联系群

众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ꎻ 加强党性锻炼和道

德修养ꎬ 心存敬畏、 手握戒尺ꎬ 廉洁从政、 从

严治家ꎬ 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ꎻ 始终保持干事

创业、 开拓进取的精气神ꎬ 平常时候看得出

来ꎬ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ꎬ 在 “十三五” 规划开

局起步、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中奋发有为、 建功立业ꎮ
三、 主要措施
１ 围绕专题学习讨论ꎮ 把个人自学与集中

学习结合起来ꎬ 明确自学要求ꎬ 引导党员搞好

自学ꎮ 按照 “三会一课” 制度ꎬ 党小组要定期

组织党员集中学习ꎻ 不设党小组的ꎬ 以党支部

为单位集中学习ꎮ 党支部每季度召开一次全体

党员会议ꎬ 每次围绕一个专题组织讨论ꎮ 学习

讨论要紧密结合现实ꎬ 联系个人思想工作生活

实际ꎬ 看自己在新任务新考验面前ꎬ 能否坚守

共产党人信仰信念宗旨ꎬ 能否正确处理公与

私、 义与利、 个人与组织、 个人与群众的关

系ꎬ 能否努力追求高尚道德、 带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ꎬ 能否

自觉做到党规党纪面前知敬畏守规矩ꎬ 能否保

持良好精神状态、 积极为党的事业担当作为ꎮ
通过学习讨论ꎬ 真正提高认识ꎬ 找到差距ꎬ 明

确努力方向ꎮ
２ 创新方式讲党课ꎮ 讲党课一般在党支部

范围内进行ꎮ 党支部要结合专题学习讨论ꎬ 对

党课内容、 时间和方式等作出安排ꎮ 党员领导

干部要在所在党支部讲党课ꎬ 到农村、 社区、
企业、 学校等基层单位党支部讲党课ꎮ 组织党

校教师、 讲师团成员、 先进模范到基层一线党

支部讲党课ꎮ 要鼓励和指导基层党组织书记、
普通党员联系实际讲党课ꎮ 注重运用身边事

例、 现身说法ꎬ 强化互动交流、 答疑释惑ꎬ 增

强党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ꎮ “七一” 前后ꎬ 党

支部要结合开展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活动ꎬ 集中安

排一次党课ꎮ
３ 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ꎮ 年底前ꎬ

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ꎮ 支部班子及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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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照职能职责ꎬ 进行党性分析ꎬ 查摆在思

想、 组织、 作风、 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ꎮ 要

面向党员和群众广泛征求意见ꎬ 严肃认真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ꎬ 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

出整改措施ꎮ 组织全体党员对支部班子的工

作、 作风等进行评议ꎮ 党小组可参照党支部要

求ꎬ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ꎮ
４ 开展民主评议党员ꎮ 以党支部为单位召

开全体党员会议ꎬ 组织党员开展民主评议ꎮ 对

照党员标准ꎬ 按照个人自评、 党员互评、 民主

测评、 组织评定的程序ꎬ 对党员进行评议ꎮ 党

员人数较多的党支部ꎬ 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可

分党小组进行ꎮ 结合民主评议ꎬ 支部班子成员

要与每名党员谈心谈话ꎮ 党支部综合民主评议

情况和党员日常表现ꎬ 确定评议等次ꎬ 对优秀

党员予以表扬ꎻ 对有不合格表现的党员ꎬ 按照

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ꎬ 区别不同情况ꎬ 稳妥慎

重给予组织处置ꎮ
５ 立足岗位作贡献ꎮ 针对不同群体党员实

际情况ꎬ 提出党员发挥作用的具体要求ꎬ 教育

引导党员在任何岗位、 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铭记党员身份ꎬ 积极为党工作ꎮ
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实际ꎬ 组织引导党员立

足岗位、 履职尽责ꎮ 在农村、 社区ꎬ 重点落实

党员设岗定责和承诺践诺制度ꎻ 在国有企业和

非公有制企业、 社会组织ꎬ 重点落实党员示范

岗和党员责任区制度ꎻ 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

业ꎬ 重点落实党员挂牌上岗、 亮明身份制度ꎻ
在机关事业单位ꎬ 促进党员模范履行岗位职

责ꎬ 落实党员到社区报到、 直接联系服务群众

制度ꎻ 在学校ꎬ 重点要求党员增强党的意识ꎬ
自觉爱党护党为党ꎬ 敬业修德ꎬ 奉献社会ꎮ 在

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活动中ꎬ 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

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基层党组织ꎮ
６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作表率ꎮ 党员领导干

部要在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中走在前面、 深

学一层ꎬ 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ꎬ 以普通

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ꎬ 与党员一

起学习讨论、 一起查摆解决问题、 一起接受教

育、 一起参加党员民主评议ꎮ 要召开党委 (党
组) 会ꎬ 专题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ꎻ 要以党委 (党组) 中心组等形式

组织集中研讨ꎬ 深化学习效果ꎮ 年度民主生活

会要以 “两学一做” 为主题ꎬ 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把自己摆进去ꎬ 查找存在的问题ꎮ
四、 组织领导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领导下进行ꎬ 由中央组织部牵头组织实施ꎬ
中央纪委机关、 中央宣传部、 中央党校配合做

好相关工作ꎮ
１ 层层落实责任ꎮ 各级党委 (党组) 要把

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ꎬ 尽好责、 抓到位、 见实效ꎮ 省 (自治

区、 直辖市) 和部门 (系统) 党委 (党组)
要结合实际作出部署安排ꎬ 加强具体指导ꎮ 县

级党委要发挥关键作用ꎬ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ꎬ
保障工作力量ꎬ 加强督促指导把关ꎮ 基层党委

要对所辖党支部进行全覆盖、 全过程的现场指

导ꎬ 帮助党支部制定学习教育计划ꎬ 派员参加

党支部各项活动ꎮ 各级党组织书记要承担起主

体责任ꎬ 不仅要管好干部、 带好班子ꎬ 还要管

好党员、 带好队伍ꎬ 层层传导压力ꎬ 从严从实

抓好学习教育ꎮ
２ 强化组织保障ꎮ 加大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工作力度ꎬ 配齐配强班子特别是带头

人ꎬ 健全工作制度ꎬ 确保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有人抓、 有人管ꎮ 开展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

查ꎬ 摸清 “口袋” 党员、 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

系的党员情况ꎬ 理顺党员组织关系ꎬ 努力使每

名党员都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ꎬ 参加学习教

育ꎮ 要对基层党组织书记、 组织委员、 组织员

等党务骨干普遍进行培训ꎬ 帮助他们掌握工作

方法ꎬ 明确工作要求ꎮ
３ 注重分类指导ꎮ 县 (市、 区) 党委和企

业、 学校等基层党委要根据不同领域、 不同行

业、 不同单位特点ꎬ 对学习教育的内容安排、
组织方式等提出具体要求ꎮ 对非公有制企业和

社会组织ꎬ 可因企制宜、 因岗制宜ꎬ 灵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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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ꎻ 对党员人数少、 党员流动性强的党组织ꎬ
可依托区域化党员服务中心ꎬ 利用开放式组织

生活等方式ꎬ 组织党员参加学习教育ꎮ 对流动

党员ꎬ 流入地、 流出地党组织要加强协调配

合ꎬ 按照流入地为主的原则ꎬ 把流动党员编入

一个支部ꎬ 就近就便参加学习教育ꎮ 对离退休

干部职工党员及年老体弱党员ꎬ 既要体现从严

要求ꎬ 又要考虑实际情况ꎬ 以适当方式组织他

们参加学习教育ꎮ
４ 发挥媒体作用ꎮ 针对党员多样化学习需

求ꎬ 充分利用共产党员网、 手机报、 电视栏

目、 微信易信和远程教育平台等ꎬ 开发制作形

象直观、 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ꎬ 及时推送学习

内容ꎮ 引导党员利用网络自主学习、 互动交

流ꎬ 扩大学习教育覆盖面ꎮ 注重运用各类媒

体ꎬ 宣传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做法和成

效ꎬ 加强舆论引导ꎬ 营造良好氛围ꎮ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改革的意见»

近日ꎬ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的意见»ꎬ 并发出通知ꎬ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ꎮ
«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的意见» 全文如下ꎮ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促进

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ꎬ
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ꎬ 促进文化

市场持续健康发展ꎬ 现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重要意义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ꎬ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由试点逐步向全国

推开ꎬ 各直辖市和市、 县两级基本完成文化

(文物)、 新闻出版广电 (版权) 等文化市场领

域有关行政执法力量的整合ꎬ 组建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机构ꎬ 提升了执法效能ꎬ 规范了市场秩

序ꎬ 推动了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ꎬ 促进

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ꎮ
当前ꎬ 文化市场发展与管理面临许多新形

势新要求ꎮ 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ꎬ 文化开

放水平不断提高ꎬ 各类文化市场主体迅速发

展ꎬ 新型文化业态大量涌现ꎬ 迫切需要创新文

化市场管理体制机制ꎬ 丰富方式手段ꎮ 行政执

法体制、 市场准入制度等方面改革逐步深入ꎬ
迫切需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同步跟进、 有

效衔接ꎮ 文化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ꎬ 如不良

文化产品和服务时有泛滥ꎬ 有害文化信息不断

出现ꎬ 损害未成年人文化权益、 侵犯知识产权

等行为屡禁不止ꎬ 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

烈ꎬ 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能

力和水平ꎮ 文化产品既具有经济属性ꎬ 也具有

意识形态属性ꎬ 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ꎮ 要高度重视

文化市场管理问题ꎬ 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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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ꎬ 推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ꎬ 更好地维

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ꎬ 更好地促进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ꎮ
二、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以邓小平

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建立健全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适应现代文化市

场体系需要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体制ꎬ 维

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ꎬ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ꎮ
(二) 总体目标ꎮ 通过深化改革ꎬ 建设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法律法规支撑体系ꎻ 形成权责

明确、 监督有效、 保障有力的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管理体制ꎻ 建设一支政治坚定、 行为规范、
业务精通、 作风过硬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伍ꎻ 进一步整合文化市场执法权ꎬ 加快实现跨

部门、 跨行业综合执法ꎮ
(三) 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ꎮ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前进方向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通过

有力有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ꎬ 加强思想文化

阵地建设ꎬ 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ꎬ 维护国

家文化安全ꎮ
———坚持依法行政ꎮ 坚持法定职责必须

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ꎬ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ꎮ 加强执法监督ꎬ 完善执法责任制ꎬ 提升执

法公信力ꎮ
———坚持分类指导ꎮ 针对不同层级综合执

法机构职责ꎬ 确定工作任务和执法重点ꎻ 针对

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差异ꎬ 科学设置综合执法机

构ꎻ 针对不同执法事项的特点ꎬ 采取有效方式

加强监管ꎮ
———坚持权责一致ꎮ 落实市场主体守法经

营责任、 综合执法机构执法责任、 行政主管部

门监管责任和属地政府领导责任ꎮ 厘清综合执

法机构和行政主管部门关系ꎬ 减少职责交叉ꎬ

形成监管合力ꎮ
三、 重点任务
(一) 明确综合执法适用范围ꎮ 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机构的职能主要包括: 依法查处娱乐

场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违法行为ꎬ
查处演出、 艺术品经营及进出口、 文物经营等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ꎻ 查处文化艺术经营、 展览

展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ꎻ 查处除制作、 播出、
传输等机构外的企业、 个人和社会组织从事广

播、 电影、 电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ꎬ 查处电影

放映单位的违法行为ꎬ 查处安装和设置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

中的违法行为ꎬ 查处放映未取得 «电影片公映

许可证» 的电影片和走私放映盗版影片等违法

活动ꎻ 查处图书、 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等方

面的违法出版活动和印刷、 复制、 出版物发行

中的违法经营活动ꎬ 查处非法出版单位和个人

的违法出版活动ꎻ 查处著作权侵权行为ꎻ 查处

网络文化、 网络视听、 网络出版等方面的违法

经营活动ꎻ 配合查处生产、 销售、 使用 “伪基

站” 设备的违法行为ꎻ 承担 “扫黄打非” 有关

工作任务ꎻ 依法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地方政府

赋予的其他职责ꎮ
(二) 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ꎮ 严格实行

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ꎬ 未经执法

资格考试合格ꎬ 不得授予执法资格ꎬ 不得从事

执法活动ꎮ 探索建立执法人员资格等级考试制

度ꎮ 健全执法人员培训机制ꎬ 实施业务技能训

练考核大纲和中西部地区执法能力提升计划ꎬ
定期组织开展岗位练兵、 技能比武活动ꎮ 全面

落实综合执法责任制ꎬ 严格确定不同岗位执法

人员执法责任ꎬ 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ꎬ 通过

落实党内监督、 行政监督、 社会监督、 舆论监

督等方式强化文化市场执法监督ꎮ 落实综合执

法标准规范ꎬ 加强队容风纪管理ꎬ 严格廉政纪

律ꎮ 使用统一执法标识、 执法证件和执法文

书ꎬ 按规定配备综合执法车辆ꎮ
(三) 健全综合执法制度机制ꎮ 建立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权力清单制度和行政裁量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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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ꎬ 完善举报办理、 交叉检查、 随机抽查、
案件督办、 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流程ꎮ 严格执

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ꎬ 严禁将罚没收

入同综合执法机构利益直接或变相挂钩ꎮ 建立

文化市场跨部门、 跨区域执法协作联动机制ꎬ
完善上级与下级之间、 部门之间、 地区之间线

索通报、 案件协办、 联合执法制度ꎮ 建立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ꎬ 坚决防止

有案不移、 有案难移、 以罚代刑现象ꎮ 推进政

务信息公开ꎬ 向社会公开执法案件主体信息、
案由、 处罚依据及处罚结果ꎬ 提高执法透明度

和公信力ꎮ
(四) 推进综合执法信息化建设ꎮ 加快全

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建设应用ꎬ 加

强与各有关行政部门信息系统的衔接共享ꎬ 推

进行政许可与行政执法在线办理ꎬ 实现互联互

通ꎮ 通过视频监控、 在线监测等远程监管措

施ꎬ 加强非现场监管执法ꎮ 采用移动执法、 电

子案卷等手段ꎬ 提升综合执法效能ꎮ 推动信息

化建设与执法办案监督管理深度融合ꎬ 运用信

息技术对执法流程进行实时监控、 在线监察ꎬ
规范执法行为ꎬ 强化内外监督ꎬ 建立开放、 透

明、 便民的执法机制ꎮ 构建文化市场重点领域

风险评估体系ꎬ 形成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的信

息链条ꎬ 切实防范区域性、 行业性和系统性

风险ꎮ
(五) 完善文化市场信用体系ꎮ 建设文化

市场基础数据库ꎬ 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记

录ꎬ 探索实施文化市场信用分类监管ꎬ 建立文

化市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建立健全文

化市场警示名单和黑名单制度ꎬ 对从事违法违

规经营、 屡查屡犯的经营单位和个人ꎬ 依法公

开其违法违规记录ꎬ 使失信违规者在市场交易

中受到制约和限制ꎮ 落实市场主体守法经营的

主体责任ꎬ 指导其加强事前防范、 事中监管和

事后处理工作ꎮ 推动行业协会、 商会等社会组

织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 自律公约和职

业道德准则ꎬ 引导行业健康发展ꎮ
(六) 建立健全综合执法运行机制ꎮ 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依据法定职责和程序ꎬ 相对

集中行使文化 (文物)、 新闻出版广电 (版权)
等部门文化市场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以及相关的

行政强制权、 监督检查权ꎬ 开展日常巡查、 查

办案件等执法工作ꎮ 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指导、 监督综合执法机构开展执法工

作ꎬ 综合执法机构认真落实各有关行政部门的

工作部署和任务ꎬ 及时反馈执法工作有关情

况ꎬ 形成分工负责、 相互支持、 密切配合的工

作格局ꎮ
四、 组织领导
(一) 加强组织实施ꎮ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

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国深化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改革工作ꎬ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

织对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ꎮ 中央宣传

部、 中央网信办、 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要根据本意见要求统筹推进改革ꎬ 涉及互联网

信息内容的执法工作由中央网信办统筹协调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

视ꎬ 将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工作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ꎬ 确保改革各项措施落实到位ꎮ
(二) 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体制ꎮ

建立由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牵头的全国文化市

场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ꎬ 充分发挥各部门职

能作用和资源优势ꎬ 加强统筹、 协调和指导ꎮ
充实完善省、 市、 县三级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ꎬ 统一领导本行政区文化市场管理和综

合执法工作ꎬ 推动文化领域跨部门、 跨行业综

合执法ꎻ 领导小组由同级党委宣传部部长任组

长ꎬ 同级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ꎮ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工作ꎬ 推动各直辖市和市、 县两级

文化 (文物)、 新闻出版广电 (版权) 等部门

整合文化市场领域的执法职能ꎻ 建立统一规范

的综合执法工作规则ꎬ 建设全国文化市场技术

监管体系ꎬ 推进综合执法队伍建设ꎻ 协调各有

关行政部门对综合执法工作进行绩效考核ꎮ
省 (自治区) 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地

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ꎬ 统筹综合执法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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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ꎻ 依法履行执法指导监督、 跨区域执法协

作、 重大案件查处等职责ꎮ
(三) 明确机构设置、 编制、 人员和经费ꎮ

各地应根据中央关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

有关精神ꎬ 结合本地实际ꎬ 探索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机构设置的有效形式ꎮ 直辖市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机构可探索对区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

作实行直接管理ꎬ 整合执法资源ꎬ 提升执法能

力ꎮ 副省级城市、 省辖市可整合市区两级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队伍ꎬ 组建市级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机构ꎮ 县级市和县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要加强队伍建设ꎬ 切实履行监管责任ꎮ 对经济

发达、 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乡镇ꎬ 县级市和县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根据需要和条件通

过法定程序委托乡镇政府行使部分文化市场执

法权ꎮ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干部任免参照宣传

文化单位干部管理规定办理ꎮ 综合执法人员依

法依规纳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ꎮ 在省 (自治

区、 直辖市) 范围内ꎬ 要统一规范综合执法机

构名称ꎬ 并结合本辖区地理范围、 执法任务等

情况ꎬ 统筹考虑综合执法机构编制安排ꎮ 综合

执法机构的工作经费和能力建设经费列入同级

政府财政预算ꎮ
(四) 健全考核机制ꎮ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工作要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评价体系ꎬ
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职尽责ꎮ 健全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绩效考评制度ꎬ 加强对依法行政、 市

场监管、 社会服务效能等方面的监督和评估ꎮ
充分发挥 “１２３１８” 文化市场举报电话和网络

平台作用ꎬ 畅通公众意见反馈渠道ꎮ 建立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第三方评价机制和群众评议

反馈机制ꎬ 制定公众满意度指标ꎬ 增强综合执

法工作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ꎮ
(五) 推动相关立法ꎮ 做好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立法与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重大政策的

衔接ꎬ 加强理论研究ꎬ 积累改革经验ꎬ 研究制

定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规定ꎬ 加快制定地方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相关法规ꎬ 推动综合执法机

构依法行政ꎬ 提高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法治

化水平ꎮ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４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２７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 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ꎬ 对于促进教育现代

化、 建设健康中国和人力资源强国ꎬ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ꎮ 党

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学校体育ꎬ 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

重要部署ꎬ 国务院对加强学校体育提出明确

要求ꎮ 近年来ꎬ 各地、 各部门不断出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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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ꎬ 加快推进学校体育ꎬ 大力开展阳光体

育运动ꎬ 学校体育工作取得积极进展ꎮ 但总

体上看ꎬ 学校体育仍是整个教育事业相对薄

弱的环节ꎬ 对学校体育重要性认识不足、 体

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不能保证、 体育教师短

缺、 场地设施缺乏等问题依然突出ꎬ 学校体

育评价机制亟待建立ꎬ 社会力量支持学校体

育不够ꎬ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仍是学生素质的

明显短板ꎮ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ꎬ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ꎬ 经国务院同

意ꎬ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ꎬ 按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的要求ꎬ 以 “天天锻

炼、 健康成长、 终身受益” 为目标ꎬ 改革创新

体制机制ꎬ 全面提升体育教育质量ꎬ 健全学生

人格品质ꎬ 切实发挥体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综合作用ꎬ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ꎮ
(二) 基本原则ꎮ
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衔接ꎮ 保证课

程时间ꎬ 提升课堂教学效果ꎬ 强化课外练习和

科学锻炼指导ꎬ 调动家庭、 社区和社会组织的

积极性ꎬ 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ꎮ
坚持培养兴趣与提高技能相促进ꎮ 遵循教

育和体育规律ꎬ 以兴趣为引导ꎬ 注重因材施教

和快乐参与ꎬ 重视运动技能培养ꎬ 逐步提高运

动水平ꎬ 为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奠定

基础ꎮ
坚持群体活动与运动竞赛相协调ꎮ 面向全

体学生ꎬ 广泛开展普及性体育活动ꎬ 有序开展

课余训练和运动竞赛ꎬ 积极培养体育后备人

才ꎬ 大力营造校园体育文化ꎬ 全面提高学生体

育素养ꎮ
坚持全面推进与分类指导相结合ꎮ 强化政

府责任ꎬ 统一基本标准ꎬ 因地因校制宜ꎬ 积极

稳妥推进ꎬ 鼓励依据民族特色和地方传统ꎬ 大

胆探索创新ꎬ 不断提高学校体育工作水平ꎮ
(三) 工作目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学校体育办

学条件总体达到国家标准ꎬ 体育课时和锻炼时

间切实保证ꎬ 教学、 训练与竞赛体系基本完

备ꎬ 体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ꎻ 学生体育锻炼习

惯基本养成ꎬ 运动技能和体质健康水平明显提

升ꎬ 规则意识、 合作精神和意志品质显著增

强ꎻ 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学校体

育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ꎬ 基本形成体系健全、
制度完善、 充满活力、 注重实效的中国特色学

校体育发展格局ꎮ
二、 深化教学改革ꎬ 强化体育课和课

外锻炼
(四) 完善体育课程ꎮ 以培养学生兴趣、

养成锻炼习惯、 掌握运动技能、 增强学生体质

为主线ꎬ 完善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ꎬ 建立

大中小学体育课程衔接体系ꎮ 各地中小学校要

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好体育课

程ꎬ 严禁削减、 挤占体育课时间ꎮ 有条件的地

方可为中小学增加体育课时ꎮ 高等学校要为学

生开好体育必修课或选修课ꎮ 科学安排课程内

容ꎬ 在学生掌握基本运动技能的基础上ꎬ 根据

学校自身情况ꎬ 开展运动项目教学ꎬ 提高学生

专项运动能力ꎮ 大力推动足球、 篮球、 排球等

集体项目ꎬ 积极推进田径、 游泳、 体操等基础

项目及冰雪运动等特色项目ꎬ 广泛开展乒乓

球、 羽毛球、 武术等优势项目ꎮ 进一步挖掘整

理民族民间体育ꎬ 充实和丰富体育课程内容ꎮ
(五) 提高教学水平ꎮ 体育教学要加强健

康知识教育ꎬ 注重运动技能学习ꎬ 科学安排运

动负荷ꎬ 重视实践练习ꎮ 研究制定运动项目教

学指南ꎬ 让学生熟练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ꎬ
逐步形成 “一校一品”、 “一校多品” 教学模

式ꎬ 努力提高体育教学质量ꎮ 关注学生体育能

力和体质水平差异ꎬ 做到区别对待、 因材施

教ꎮ 研究推广适合不同类型残疾学生的体育教

学资源ꎬ 提高特殊教育学校和对残疾学生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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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质量ꎬ 保证每个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的权

利ꎮ 支持高等学校牵头组建运动项目全国教学

联盟ꎬ 为中小学开展教改试点提供专业支撑ꎬ
促进中小学提升体育教学水平ꎮ 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ꎬ 开发和创新体育教学资源ꎬ 不

断增强教学吸引力ꎮ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设立全

国学校体育研究基地ꎬ 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ꎬ
提高学校体育科学化水平ꎮ

(六) 强化课外锻炼ꎮ 健全学生体育锻炼

制度ꎬ 学校要将学生在校内开展的课外体育活

动纳入教学计划ꎬ 列入作息时间安排ꎬ 与体育

课教学内容相衔接ꎬ 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

校园体育活动落到实处ꎮ 幼儿园要遵循幼儿年

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

活动ꎮ 中小学校要组织学生开展大课间体育活

动ꎬ 寄宿制学校要坚持每天出早操ꎮ 高等学校

要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学生积极参加课外体育锻

炼ꎮ 职业学校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ꎬ 要注意安

排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ꎮ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

外全民健身运动ꎬ 中小学校要合理安排家庭

“体育作业”ꎬ 家长要支持学生参加社会体育活

动ꎬ 社区要为学生体育活动创造便利条件ꎬ 逐

步形成家庭、 学校、 社区联动ꎬ 共同指导学生

体育锻炼的机制ꎮ 组织开展全国学校体育工作

示范校创建活动ꎬ 各地定期开展阳光体育系列

活动和 “走下网络、 走出宿舍、 走向操场” 主

题群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ꎬ 坚持每年开展学

生冬季长跑等群体性活动ꎬ 形成覆盖校内外的

学生课外体育锻炼体系ꎮ
三、 注重教体结合ꎬ 完善训练和竞赛

体系
(七) 开展课余训练ꎮ 学校应通过组建运

动队、 代表队、 俱乐部和兴趣小组等形式ꎬ 积

极开展课余体育训练ꎬ 为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提

供成才路径ꎬ 为国家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奠

定基础ꎮ 要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运动训练规

律ꎬ 科学安排训练计划ꎬ 妥善处理好文化课学

习和训练的关系ꎬ 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ꎬ 打

好专项运动能力基础ꎬ 不断提高课余运动训练

水平ꎮ 办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ꎬ 充分发挥其引

领示范作用ꎮ
(八) 完善竞赛体系ꎮ 建设常态化的校园

体育竞赛机制ꎬ 广泛开展班级、 年级体育比

赛ꎬ 学校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运动会或体

育节ꎬ 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竞赛ꎬ 吸引广

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ꎮ 制定学校体育课余

训练与竞赛管理办法ꎬ 完善和规范学生体育竞

赛体制ꎬ 构建县、 市、 省、 国家四级竞赛体

系ꎮ 各地要在整合赛事资源的基础上ꎬ 系统设

计并构建相互衔接的学生体育竞赛体系ꎬ 积极

组织开展区域内竞赛活动ꎬ 定期举办综合性学

生运动会ꎮ 推动开展跨区域学校体育竞赛活

动ꎬ 全国学生运动会每三年举办一届ꎮ 通过完

善竞赛选拔机制ꎬ 畅通学生运动员进入各级专

业运动队、 代表队的渠道ꎮ
四、 增强基础能力ꎬ 提升学校体育保

障水平
(九) 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ꎮ 加强师德

建设ꎬ 增强广大体育教师特别是乡村体育教师

的职业荣誉感ꎬ 坚定长期致力于体育教育事业

的理想与信心ꎮ 各地要利用现有政策和渠道ꎬ
按标准配齐体育教师和体育教研人员ꎮ 办好高

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ꎬ 培养合格体育教师ꎮ 鼓

励优秀教练员、 退役运动员、 社会体育指导

员、 有体育特长的志愿人员兼任体育教师ꎮ 实

施体育教师全员培训ꎬ 着力培养一大批体育骨

干教师和体育名师等领军人才ꎬ 中小学教师国

家级培训计划 (国培计划) 重点加强中西部乡

村教师培训ꎬ 提升特殊教育体育教师水平ꎮ 科

学合理确定体育教师工作量ꎬ 把组织开展课外

活动、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课余训练、 比赛等

纳入教学工作量ꎮ 保障体育教师在职称 (职

务) 评聘、 福利待遇、 评优表彰、 晋级晋升等

方面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ꎮ 高等学校要完

善符合体育学科特点的体育教师工作考核和职

称 (职务) 评聘办法ꎮ
(十) 推进体育设施建设ꎮ 各地要按照学

校建设标准、 设计规范ꎬ 充分利用多种资金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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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ꎬ 加大对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ꎮ 把

学校体育设施列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ꎬ 以保基本、 兜底线为原则ꎬ 建设好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配好体育器材ꎬ 为体育教

师配备必要的教学装备ꎮ 进一步完善制度ꎬ 积

极推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为学校体育提供服

务ꎬ 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ꎬ 推动有条件的学

校体育场馆设施在课后和节假日对本校师生和

公众有序开放ꎬ 充分利用青少年活动中心、 少

年宫、 户外营地等资源开展体育活动ꎮ
(十一) 完善经费投入机制ꎮ 各级政府要

切实加大学校体育经费投入力度ꎬ 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本级财力时

要对学校体育给予倾斜ꎮ 各级教育部门要根据

需求将学校体育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预算ꎬ 学校

要保障体育工作的经费需求ꎮ 鼓励和引导社会

资金支持发展学校体育ꎬ 多渠道增加学校体育

投入ꎮ
(十二) 健全风险管理机制ꎮ 健全学校体

育运动伤害风险防范机制ꎬ 保障学校体育工作

健康有序开展ꎮ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ꎬ 培养学

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ꎬ 提高学生的伤害

应急处置和救护能力ꎮ 加强校长、 教师及有关

管理人员培训ꎬ 提高学校体育从业人员运动风

险管理意识和能力ꎮ 学校应当根据体育器材设

施及场地的安全风险进行分类管理ꎬ 定期开展

检查ꎬ 有安全风险的应当设立明显警示标志和

安全提示ꎮ 完善校方责任险ꎬ 探索建立涵盖体

育意外伤害的学生综合保险机制ꎮ 鼓励各地政

府试点推行学生体育安全事故第三方调解

办法ꎮ
(十三) 整合各方资源支持学校体育ꎮ 完

善政策措施ꎬ 采取政府购买体育服务等方式ꎬ
逐步建立社会力量支持学校体育发展的长效机

制ꎬ 引导技术、 人才等资源服务学校体育教

学、 训练和竞赛等活动ꎮ 鼓励专业运动队、 职

业体育俱乐部定期组织教练员、 运动员深入学

校指导开展有关体育活动ꎮ 支持学校与科研院

所、 社会团体、 企业等开展广泛合作ꎬ 提升学

校体育工作水平ꎮ 加深同港澳台青少年体育活

动的合作ꎮ 加强学校体育国际交流ꎮ
五、 加强评价监测ꎬ 促进学校体育健

康发展
(十四) 完善考试评价办法ꎮ 构建课内外

相结合、 各学段相衔接的学校体育考核评价体

系ꎬ 完善和规范体育运动项目考核和学业水平

考试ꎬ 发挥体育考试的导向作用ꎮ 体育课程考

核要突出过程管理ꎬ 从学生出勤、 课堂表现、
健康知识、 运动技能、 体质健康、 课外锻炼、
参与活动情况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ꎮ 中小学要

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初中、 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ꎬ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ꎮ 各地要根据

实际ꎬ 科学确定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分值或

等第要求ꎮ 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省 (区、
市)ꎬ 在高校招生录取时ꎬ 把学生体育情况作

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ꎮ 学校体育测试要

充分考虑残疾学生的特殊情况ꎬ 体现人文关

怀ꎮ 修订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学生普通高考体育

测试办法ꎬ 提高体育技能考核要求ꎮ 制定普通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实施意见ꎬ 规范高水平

运动员招生ꎮ
(十五) 加强体育教学质量监测ꎮ 明确体

育课程学业质量要求ꎬ 制定学生运动项目技能

等级评定标准和高等学校体育学类专业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ꎬ 促进学校体育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ꎮ 建立中小学体育课程实施情况监测制度ꎬ
定期开展体育课程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ꎮ 建

立健全学生体质健康档案ꎬ 严格执行 «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ꎬ 将其实施情况作为构建学

校体育评价机制的重要基础ꎬ 确保测试数据真

实性、 完整性和有效性ꎮ 鼓励各地运用现代化

手段对体育课质量进行监测、 监控或对开展情

况进行公示ꎮ
六、 组织实施
(十六) 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地要把学校体

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ꎬ 加强统筹协

调ꎬ 落实管理责任ꎬ 并结合当地实际ꎬ 研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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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ꎬ 切实抓

紧抓好ꎮ 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ꎬ 强化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加强青少年

体育工作中的责任ꎬ 按照职责分工ꎬ 落实好深

化学校体育改革的各项任务ꎮ
(十七) 强化考核激励ꎮ 各地要把学校体

育工作列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 教育行政部门

与学校负责人业绩考核评价指标ꎮ 对成绩突出

的单位、 部门、 学校和个人进行表彰ꎮ 加强学

校体育督导检查ꎬ 建立科学的专项督查、 抽

查、 公告制度和行政问责机制ꎮ 对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ꎬ 在教育工

作评估中实行 “一票否决”ꎮ 教育部要会同有

关部门定期开展学校体育专项检查ꎬ 建立约谈

有关主管负责人的机制ꎮ
(十八) 营造良好环境ꎮ 通过多种途径ꎬ

充分利用报刊、 广播、 电视及网络等手段ꎬ 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新闻宣传力度ꎬ 总结交流典型

经验和有效做法ꎬ 传播科学的教育观、 人才观

和健康观ꎬ 营造全社会关心、 重视和支持学校

体育的良好氛围ꎮ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国务院

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ꎬ 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

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ꎬ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简

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ꎬ 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

环境ꎮ 为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ꎬ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ꎬ 现提出如下

意见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党中

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 共享发展理念ꎬ 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要求ꎬ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ꎬ 加强信用

信息公开和共享ꎬ 依法依规运用信用激励和约

束手段ꎬ 构建政府、 社会共同参与的跨地区、
跨部门、 跨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ꎬ 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ꎬ 维护市

场正常秩序ꎬ 营造诚信社会环境ꎮ
(二) 基本原则ꎮ
———褒扬诚信ꎬ 惩戒失信ꎮ 充分运用信用

激励和约束手段ꎬ 加大对诚信主体激励和对严

重失信主体惩戒力度ꎬ 让守信者受益、 失信者

受限ꎬ 形成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ꎮ
———部门联动ꎬ 社会协同ꎮ 通过信用信息

公开和共享ꎬ 建立跨地区、 跨部门、 跨领域的

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ꎬ 形成政府部门协同联

动、 行业组织自律管理、 信用服务机构积极参

与、 社会舆论广泛监督的共同治理格局ꎮ
———依法依规ꎬ 保护权益ꎮ 严格依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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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政策规定ꎬ 科学界定守信和失信行为ꎬ
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ꎮ 建立健全

信用修复、 异议申诉等机制ꎬ 保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ꎮ
———突出重点ꎬ 统筹推进ꎮ 坚持问题导

向ꎬ 着力解决当前危害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

负面影响的重点领域失信问题ꎮ 鼓励支持地方

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创新示范ꎬ 逐步将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推广到经济社会各领域ꎮ
二、 健全褒扬和激励诚信行为机制
(三) 多渠道选树诚信典型ꎮ 将有关部门

和社会组织实施信用分类监管确定的信用状况

良好的行政相对人、 诚信道德模范、 优秀青年

志愿者ꎬ 行业协会商会推荐的诚信会员ꎬ 新闻

媒体挖掘的诚信主体等树立为诚信典型ꎮ 鼓励

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监管和服务中建立各类

主体信用记录ꎬ 向社会推介无不良信用记录者

和有关诚信典型ꎬ 联合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实

施守信激励ꎮ 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完善会员企业

信用评价机制ꎮ 引导企业主动发布综合信用承

诺或产品服务质量等专项承诺ꎬ 开展产品服务

标准等自我声明公开ꎬ 接受社会监督ꎬ 形成企

业争做诚信模范的良好氛围ꎮ
(四) 探索建立行政审批 “绿色通道”ꎮ 在

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ꎬ 对诚信典型和连续三年

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ꎬ 可根据实际情

况实施 “绿色通道” 和 “容缺受理” 等便利服

务措施ꎮ 对符合条件的行政相对人ꎬ 除法律法

规要求提供的材料外ꎬ 部分申报材料不齐备

的ꎬ 如其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ꎬ 应先行

受理ꎬ 加快办理进度ꎮ
(五) 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ꎮ 在实施财

政性资金项目安排、 招商引资配套优惠政策等

各类政府优惠政策中ꎬ 优先考虑诚信市场主

体ꎬ 加大扶持力度ꎮ 在教育、 就业、 创业、 社

会保障等领域对诚信个人给予重点支持和优先

便利ꎮ 在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ꎬ 提倡依法

依约对诚信市场主体采取信用加分等措施ꎮ

(六) 优化诚信企业行政监管安排ꎮ 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应根据监管对象的信用记录和信

用评价分类ꎬ 注重运用大数据手段ꎬ 完善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ꎬ 为市场主体提供便利化服务ꎮ
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诚信企业ꎬ 在日常检查、 专

项检查中优化检查频次ꎮ
(七)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ꎮ 鼓励有关部门

和单位开发 “税易贷”、 “信易贷”、 “信易债”
等守信激励产品ꎬ 引导金融机构和商业销售机

构等市场服务机构参考使用市场主体信用信

息、 信用积分和信用评价结果ꎬ 对诚信市场主

体给予优惠和便利ꎬ 使守信者在市场中获得更

多机会和实惠ꎮ
(八) 大力推介诚信市场主体ꎮ 各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应将诚信市场主体优良信用信息

及时在政府网站和 “信用中国” 网站进行公

示ꎬ 在会展、 银企对接等活动中重点推介诚信

企业ꎬ 让信用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考量因

素ꎮ 引导征信机构加强对市场主体正面信息的

采集ꎬ 在诚信问题反映较为集中的行业领域ꎬ
对守信者加大激励性评分比重ꎮ 推动行业协会

商会加强诚信建设和行业自律ꎬ 表彰诚信会

员ꎬ 讲好行业 “诚信故事”ꎮ
三、 健全约束和惩戒失信行为机制
(九) 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

合惩戒ꎮ 在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对本

领域失信行为作出处理和评价基础上ꎬ 通过信

息共享ꎬ 推动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对

严重失信行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ꎮ 重点包括:
一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行为ꎬ 包括食品药品、 生态环境、 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 强制性产品认证等领域

的严重失信行为ꎮ 二是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

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ꎬ 包括贿赂、 逃税

骗税、 恶意逃废债务、 恶意拖欠货款或服务

费、 恶意欠薪、 非法集资、 合同欺诈、 传销、
无证照经营、 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故意侵犯知

识产权、 出借和借用资质投标、 围标串标、 虚

假广告、 侵害消费者或证券期货投资者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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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严重破坏网络空间传播秩序、 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等严重失信行为ꎮ 三是拒不履行法定义

务ꎬ 严重影响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公信力的行

为ꎬ 包括当事人在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作出判

决或决定后ꎬ 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 逃避执

行等严重失信行为ꎮ 四是拒不履行国防义务ꎬ
拒绝、 逃避兵役ꎬ 拒绝、 拖延民用资源征用或

者阻碍对被征用的民用资源进行改造ꎬ 危害国

防利益ꎬ 破坏国防设施等行为ꎮ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

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

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

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

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

增项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

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融

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

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

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等ꎮ 严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

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

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

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

施ꎮ 及时撤销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

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十一)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市场性约束和

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有关部门和机构应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索引ꎬ 及时公开披露相关

信息ꎬ 便于市场识别失信行为ꎬ 防范信用风

险ꎮ 督促有关企业和个人履行法定义务ꎬ 对有

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

出境和限制购买不动产、 乘坐飞机、 乘坐高等

级列车和席次、 旅游度假、 入住星级以上宾馆

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施ꎮ 支持征信机构采集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ꎬ 纳入信用记录和信用报

告ꎮ 引导商业银行、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保险

公司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定价原则ꎬ 对严重失

信主体提高贷款利率和财产保险费率ꎬ 或者限

制向其提供贷款、 保荐、 承销、 保险等服务ꎮ
(十二)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业性约束和

惩戒ꎮ 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

则ꎬ 推动行业信用建设ꎮ 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完

善行业内部信用信息采集、 共享机制ꎬ 将严重

失信行为记入会员信用档案ꎮ 鼓励行业协会商

会与有资质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合作ꎬ 开展

会员企业信用等级评价ꎮ 支持行业协会商会按

照行业标准、 行规、 行约等ꎬ 视情节轻重对失

信会员实行警告、 行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

责、 不予接纳、 劝退等惩戒措施ꎮ
(十三)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性约束和

惩戒ꎮ 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作用ꎬ 引导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失信联合惩戒ꎮ 建立完善失信举

报制度ꎬ 鼓励公众举报企业严重失信行为ꎬ 对

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ꎮ 支持有关社会组织依法

对污染环境、 侵害消费者或公众投资者合法权

益等群体性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ꎮ 鼓励公

正、 独立、 有条件的社会机构开展失信行为大

数据舆情监测ꎬ 编制发布地区、 行业信用分析

报告ꎮ
(十四) 完善个人信用记录ꎬ 推动联合惩

戒措施落实到人ꎮ 对企事业单位严重失信行

为ꎬ 在记入企事业单位信用记录的同时ꎬ 记入

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有直接责

任人员的个人信用记录ꎮ 在对失信企事业单位

进行联合惩戒的同时ꎬ 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对相关责任人员采取相应的联合惩戒措施ꎮ
通过建立完整的个人信用记录数据库及联合惩

戒机制ꎬ 使失信惩戒措施落实到人ꎮ
四、 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协同机制
(十五) 建立触发反馈机制ꎮ 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下ꎬ 建立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发起与响应机制ꎮ 各领

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发起部门负

责确定激励和惩戒对象ꎬ 实施部门负责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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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采取相应的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措施ꎮ
(十六) 实施部省协同和跨区域联动ꎮ 鼓

励各地区对本行政区域内确定的诚信典型和严

重失信主体ꎬ 发起部省协同和跨区域联合激励

与惩戒ꎮ 充分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的指导作用ꎬ 建立健全跨地区、 跨部

门、 跨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合作机制ꎬ 加强信

用信息共享和信用评价结果互认ꎮ
(十七)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公示机制ꎮ 推

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ꎬ 全面落实行政许可和行

政处罚信息上网公开制度ꎮ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ꎬ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将各类自

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等信息在 ７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网站公开ꎬ 并

及时归集至 “信用中国” 网站ꎬ 为社会提供

“一站式” 查询服务ꎮ 涉及企业的相关信息按

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公示ꎮ 推动司法机关在 “信用中国”
网站公示司法判决、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信用

信息ꎮ
(十八)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使

用机制ꎮ 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ꎬ 建立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ꎬ 发挥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枢纽

作用ꎮ 加快建立健全各省 (区、 市) 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和各行业信用信息系统ꎬ 推动青年志

愿者信用信息系统等项目建设ꎬ 归集整合本地

区、 本行业信用信息ꎬ 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ꎮ 依托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ꎬ 根据有关部门签署的合作备忘

录ꎬ 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ꎬ 实现发起响应、 信息推送、 执

行反馈、 信用修复、 异议处理等动态协同功

能ꎮ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将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信用信息查询使用嵌入审批、 监管工

作流程中ꎬ 确保 “应查必查”、 “奖惩到位”ꎮ
健全政府与征信机构、 金融机构、 行业协会商

会等组织的信息共享机制ꎬ 促进政务信用信息

与社会信用信息互动融合ꎬ 最大限度发挥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作用ꎮ

(十九) 规范信用红黑名单制度ꎮ 不断完

善诚信典型 “红名单” 制度和严重失信主体

“黑名单” 制度ꎬ 依法依规规范各领域红黑名

单产生和发布行为ꎬ 建立健全退出机制ꎮ 在保

证独立、 公正、 客观前提下ꎬ 鼓励有关群众团

体、 金融机构、 征信机构、 评级机构、 行业协

会商会等将产生的 “红名单” 和 “黑名单” 信

息提供给政府部门参考使用ꎮ
(二十) 建立激励和惩戒措施清单制度ꎮ

在有关领域合作备忘录基础上ꎬ 梳理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明确的联合激励和惩戒事项ꎬ 建立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单ꎬ 主要

分为两类: 一类是强制性措施ꎬ 即依法必须联

合执行的激励和惩戒措施ꎻ 另一类是推荐性措

施ꎬ 即由参与各方推荐的ꎬ 符合褒扬诚信、 惩

戒失信政策导向ꎬ 各地区、 各部门可根据实际

情况实施的措施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

会议应总结经验ꎬ 不断完善两类措施清单ꎬ 并

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ꎮ
(二十一) 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ꎮ 联合

惩戒措施的发起部门和实施部门应按照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明确各类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期

限ꎮ 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 消除不良影

响的ꎬ 不再作为联合惩戒对象ꎮ 建立有利于自

我纠错、 主动自新的社会鼓励与关爱机制ꎬ 支

持有失信行为的个人通过社会公益服务等方式

修复个人信用ꎮ
(二十二) 建立健全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机

制ꎮ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异议、 投诉制度ꎮ 有关

部门和单位在执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时主动发

现、 经市场主体提出异议申请或投诉发现信息

不实的ꎬ 应及时告知信息提供单位核实ꎬ 信息

提供单位应尽快核实并反馈ꎮ 联合惩戒措施在

信息核实期间暂不执行ꎮ 经核实有误的信息应

及时更正或撤销ꎮ 因错误采取联合惩戒措施损

害有关主体合法权益的ꎬ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积

极采取措施恢复其信誉、 消除不良影响ꎮ 支持

有关主体通过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等方式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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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建立跟踪问效机制ꎮ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信用联合激励惩戒工作

的各项制度ꎬ 充分利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的相关信用信息管理系统ꎬ 建立健全信用联合

激励惩戒的跟踪、 监测、 统计、 评估机制并建

立相应的督查、 考核制度ꎮ 对信用信息归集、
共享和激励惩戒措施落实不力的部门和单位ꎬ
进行通报和督促整改ꎬ 切实把各项联合激励和

联合惩戒措施落到实处ꎮ
五、 加强法规制度和诚信文化建设
(二十四)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ꎮ 继续研究

论证社会信用领域立法ꎮ 加快研究推进信用信

息归集、 共享、 公开和使用ꎬ 以及失信行为联

合惩戒等方面的立法工作ꎮ 按照强化信用约束

和协同监管要求ꎬ 各地区、 各部门应对现行法

律、 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提出修

订建议或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ꎮ
(二十五) 建立健全标准规范ꎮ 制定信用

信息采集、 存储、 共享、 公开、 使用和信用评

价、 信用分类管理等标准ꎮ 确定各级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规范ꎬ 统一数据格式、 数据接口

等技术要求ꎮ 各地区、 各部门要结合实际ꎬ 制

定信用信息归集、 共享、 公开、 使用和守信联

合激励、 失信联合惩戒的工作流程和操作

规范ꎮ
(二十六) 加强诚信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ꎮ

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ꎬ 引导广大市场主体依法

诚信经营ꎬ 树立 “诚信兴商” 理念ꎬ 组织新闻

媒体多渠道宣传诚信企业和个人ꎬ 营造浓厚社

会氛围ꎮ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道德约束ꎬ 完善社

会舆论监督机制ꎬ 通过报刊、 广播、 电视、 网

络等媒体加大对失信主体的监督力度ꎬ 依法曝

光社会影响恶劣、 情节严重的失信案件ꎬ 开展

群众评议、 讨论、 批评等活动ꎬ 形成对严重失

信行为的舆论压力和道德约束ꎮ 通过学校、 单

位、 社区、 家庭等ꎬ 加强对失信个人的教育和

帮助ꎬ 引导其及时纠正失信行为ꎮ 加强对企业

负责人、 学生和青年群体的诚信宣传教育ꎬ 加

强会计审计人员、 导游、 保险经纪人、 公职人

员等重点人群以诚信为重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建

设ꎮ 加大对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宣

传报道和案例剖析力度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ꎮ
(二十七) 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ꎮ 各

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把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作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

举措ꎬ 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并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ꎬ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ꎬ 落实工作机构、 人员

编制、 项目经费等必要保障ꎬ 确保各项联合激

励和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位ꎮ 鼓励有关地区和

部门先行先试ꎬ 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出台规

范性文件等多种方式ꎬ 建立长效机制ꎬ 不断丰

富信用激励内容ꎬ 强化信用约束措施ꎮ 国家发

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ꎬ 及时跟踪掌握工作

进展ꎬ 督促检查任务落实情况并报告国务院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００２



法规文件

国务院

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７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现将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全民健康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ꎬ 是

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ꎮ 全民健身是实

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ꎬ 是全体人民增

强体魄、 幸福生活的基础保障ꎮ 实施全民健身

计划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ꎮ 在党中央、 国务

院正确领导下ꎬ 过去五年ꎬ 经过各地各有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ꎬ 覆盖城乡、 比较健

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ꎬ 为提供

更加完备的公共体育服务、 建设体育强国奠定

坚实基础ꎮ 今后五年ꎬ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体育健身需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

求、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机遇挑战ꎬ 需要更加

准确把握新时期全民健身发展内涵的深刻变

化ꎬ 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ꎬ 使其成为健康中国

建设的有力支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名

片ꎮ 为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ꎬ 提高全民族的

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ꎬ 制定本计划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

部署ꎬ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 绿

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以增强人民体

质、 提高健康水平为根本目标ꎬ 以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ꎬ 坚持以人为本、 改革创新、 依法治

体、 确保基本、 多元互促、 注重实效的工作原

则ꎬ 通过立体构建、 整合推进、 动态实施ꎬ 统

筹建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和产业链、 生态

圈ꎬ 提升全民健身现代治理能力ꎬ 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贡献力量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ꎮ
(二) 发展目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群众体育健

身意识普遍增强ꎬ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明显增

加ꎬ 每周参加 １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７ 亿ꎬ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４ ３５ 亿ꎬ
群众身体素质稳步增强ꎮ 全民健身的教育、 经

济和社会等功能充分发挥ꎬ 与各项社会事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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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发展的局面基本形成ꎬ 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

１ ５ 万亿元ꎬ 全民健身成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拉动内需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源ꎮ 支

撑国家发展目标、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ꎬ 政府主

导、 部门协同、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事

业发展格局更加明晰ꎮ
二、 主要任务
(三) 弘扬体育文化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ꎮ

普及健身知识ꎬ 宣传健身效果ꎬ 弘扬健康新理

念ꎬ 把身心健康作为个人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

的重要能力ꎬ 树立以参与体育健身、 拥有强健

体魄为荣的个人发展理念ꎬ 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ꎬ 通过体育健身提高个人的团队协作能力ꎮ
引导发挥体育健身对形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

作用ꎬ 树立人人爱锻炼、 会锻炼、 勤锻炼、 重

规则、 讲诚信、 争贡献、 乐分享的良好社会

风尚ꎮ
将体育文化融入体育健身的全周期和全过

程ꎬ 以举办体育赛事活动为抓手ꎬ 大力宣传运

动项目文化ꎬ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

神ꎬ 挖掘传承传统体育文化ꎬ 发挥区域特色文

化遗产的作用ꎮ 树立全民健身榜样ꎬ 讲述全民

健身故事ꎬ 传播社会正能量ꎬ 发挥体育文化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 传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提升国家软实

力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和作用ꎮ
(四)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ꎬ 提供丰富多彩

的活动供给ꎮ 因时因地因需开展群众身边的健

身活动ꎬ 分层分类引导运动项目发展ꎬ 丰富和

完善全民健身活动体系ꎮ 大力发展健身跑、 健

步走、 骑行、 登山、 徒步、 游泳、 球类、 广场

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ꎬ 积极培育帆

船、 击剑、 赛车、 马术、 极限运动、 航空等具

有消费引领特征的时尚休闲运动项目ꎬ 扶持推

广武术、 太极拳、 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间传

统和乡村农味农趣运动项目ꎬ 鼓励开发适合不

同人群、 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特点的特色运动

项目ꎮ

激发市场活力ꎬ 为社会力量举办全民健身

活动创造便利条件ꎬ 发挥网络等新兴活动组织

渠道的作用ꎬ 完善业余体育竞赛体系ꎮ 鼓励举

办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全民健身运动会ꎬ 设立残

疾人组别ꎬ 促进健全人与残疾人体育运动融合

开展ꎮ 支持各地、 各行业结合地域文化、 农耕

文化、 旅游休闲等资源ꎬ 打造具有区域特色、
行业特点、 影响力大、 可持续性强的品牌赛事

活动ꎮ 推动各级各类体育赛事的成果惠及更多

群众ꎬ 促进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全面协调发

展ꎮ 重视发挥健身骨干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中

的作用ꎬ 引导、 服务、 规范全民健身活动健康

发展ꎮ
(五) 推进体育社会组织改革ꎬ 激发全民

健身活力ꎮ 按照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总体要

求ꎬ 加快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成为政社分开、 权

责明确、 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ꎬ 引导体育

社会组织向独立法人组织转变ꎬ 推动其社会

化、 法治化、 高效化发展ꎬ 提高体育社会组织

承接全民健身服务的能力和质量ꎮ
积极发挥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在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 提供专业指导服务等方面的龙头示

范作用ꎮ 加强各级体育总会作为枢纽型体育社

会组织的建设ꎬ 带动各级各类单项、 行业和人

群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ꎮ 加强对基层文

化体育组织的指导服务ꎬ 重点培育发展在基层

开展体育活动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ꎬ 鼓

励基层文化体育组织依法依规进行登记ꎮ 推进

体育社会组织品牌化发展并在社区建设中发挥

作用ꎬ 形成架构清晰、 类型多样、 服务多元、
竞争有序的现代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新局面ꎮ

(六) 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ꎬ 方便

群众就近就便健身ꎮ 按照配置均衡、 规模适

当、 方便实用、 安全合理的原则ꎬ 科学规划和

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ꎮ 推动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ꎬ 着力构建县 (市、 区)、 乡镇 (街

道)、 行政村 (社区) 三级群众身边的全民健

身设施网络和城市社区 １５ 分钟健身圈ꎬ 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 １ ８ 平方米ꎬ 改善各类公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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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设施的无障碍条件ꎮ
有效扩大增量资源ꎬ 重点建设一批便民利

民的中小型体育场馆ꎬ 建设县级体育场、 全民

健身中心、 社区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ꎬ 结

合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农村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建设及区域特点ꎬ 继续实施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ꎬ 实现行政村健身设施全覆盖ꎮ 新建居

住区和社区要严格落实按 “室内人均建筑面积

不低于 ０ １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 ０ ３
平方米” 标准配建全民健身设施的要求ꎬ 确保

与住宅区主体工程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 同步

验收、 同步投入使用ꎬ 不得挪用或侵占ꎮ 老城

区与已建成居住区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或现有

场地设施未达到规划建设指标要求的ꎬ 要因地

制宜配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ꎮ 充分利用旧厂

房、 仓库、 老旧商业设施、 农村 “四荒” (荒
山、 荒沟、 荒丘、 荒滩) 和空闲地等闲置资

源ꎬ 改造建设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ꎬ 合理做好

城乡空间的二次利用ꎬ 推广多功能、 季节性、
可移动、 可拆卸、 绿色环保的健身设施ꎮ 利用

社会资金ꎬ 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 风景名胜

区、 国家公园、 旅游景区和新农村的规划与建

设ꎬ 合理利用景区、 郊野公园、 城市公园、 公

共绿地、 广场及城市空置场所建设休闲健身场

地设施ꎮ
进一步盘活存量资源ꎬ 做好已建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的使用、 管理和提档升级ꎬ 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现有场地设施的管理运营ꎮ 完善大型

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ꎬ 研究制定相

关政策鼓励中小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ꎮ 确保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和符合开放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ꎮ
(七) 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ꎬ 形成服务

大局、 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ꎮ 结合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等总体发展战略ꎬ 以及科技、 教育、 文

化、 卫生、 养老、 助残等事业发展ꎬ 统筹谋划

全民健身重大项目工程ꎬ 发挥全民健身在促进

素质教育、 文化繁荣、 社会包容、 民生改善、
民族团结、 健身消费和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ꎮ
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对发展体育产业的推动

作用ꎬ 扩大与全民健身相关的体育健身休闲活

动、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场馆服务、 体育

培训与教育、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和销售

等体育产业规模ꎬ 使健身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

所占比重不断提高ꎮ 鼓励发展健身信息聚合、
智能健身硬件、 健身在线培训教育等全民健身

新业态ꎮ 充分利用 “互联网＋” 等技术开拓全

民健身产品制造领域和消费市场ꎬ 使体育消费

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ꎮ
(八) 拓展国际大众体育交流ꎬ 引领全民

健身开放发展ꎮ 坚持 “请进来、 走出去”ꎬ 拓

展全民健身理论、 项目、 人才、 设备等国际交

流渠道ꎬ 推动全民健身向更高层次发展ꎮ
搭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平台ꎬ 加强国际间

互动交流ꎮ 传播和推广全民健身发展过程中的

中国理念、 中国故事、 中国人物、 中国标准、
中国产品ꎬ 发出中国声音ꎬ 提升国际影响力ꎬ
有效发挥全民健身在推广中国文化、 提升国家

形象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等方面的独特作用ꎮ
(九) 强化全民健身发展重点ꎬ 着力推动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和重点人群、 项目发

展ꎮ 依法保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ꎬ 推动基本公

共体育服务向农村延伸ꎬ 以乡镇、 农村社区为

重点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ꎮ 坚持普惠

性、 保基本、 兜底线、 可持续、 因地制宜的原

则ꎬ 重点扶持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

区、 贫困地区发展全民健身事业ꎮ
将青少年作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重点人

群ꎬ 大力普及青少年体育活动ꎬ 提高青少年身

体素质ꎮ 加强学校体育教育ꎬ 将提高青少年的

体育素养和养成健康行为方式作为学校教育的

重要内容ꎬ 保证学生在校的体育场地和锻炼时

间ꎬ 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工作考核体系ꎬ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ꎮ 全面

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ꎬ 积极发挥 “青
少年阳光体育大会” 等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的

示范引领作用ꎬ 使青少年提升身体素质、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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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能、 培养锻炼兴趣ꎬ 形成终身体育健身

的良好习惯ꎮ 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ꎬ 统筹规

划建设公益性老年健身体育设施ꎬ 加强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与社区体育设施的功能衔接ꎬ 提高

使用率ꎬ 支持社区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场

所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活动ꎬ 为老

年人健身提供科学指导ꎮ 进一步加大对国家全

民健身助残工程的支持力度ꎬ 采取优惠政策ꎬ
推动残疾人康复体育和健身体育广泛开展ꎮ 开

展职工、 农民、 妇女、 幼儿体育ꎬ 推动将外来

务工人员公共体育服务纳入属地供给体系ꎮ 加

大对社区矫正人员等特殊人群的全民健身服务

供给ꎬ 使其享受更多社会关爱ꎬ 在融入社会方

面增加获得感和满足感ꎮ
加快发展足球运动和冰雪运动ꎮ 着力加大

足球场地供给ꎬ 把建设足球场地纳入城镇化和

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ꎬ 因地制宜鼓励社会力量

建设小型、 多样化的足球场地ꎮ 广泛开展校园

足球活动ꎬ 抓紧完善常态化、 纵横贯通的大

学、 高中、 初中、 小学四级足球竞赛体系ꎮ 积

极倡导和组织行业、 社区、 企业、 部队、 残疾

人、 中老年、 五人制、 沙滩足球等形式多样的

民间足球活动ꎬ 举办多层级足球赛事ꎬ 不断扩

大足球人口规模ꎬ 促进足球运动蓬勃发展ꎮ 大

力推广普及冰雪运动ꎬ 利用筹备和举办北京

２０２２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契机ꎬ 实施群众冬

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ꎮ 支持各地建设和改建多

功能冰场和雪场ꎬ 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冰雪运动

领域ꎬ 推进冰雪运动进景区、 进商场、 进社

区、 进学校ꎬ 扶持花样滑冰、 冰球、 高山滑雪

等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冰雪健身休闲项目ꎬ 打

造品牌冰雪运动俱乐部、 冰雪运动院校和一系

列观赏性强、 群众参与度高的品牌赛事活动ꎮ
积极培育冰雪设备和运动装备产业ꎬ 推动其发

展壮大ꎮ 鼓励各地依托当地自然人文资源开展

形式多样的冰雪运动ꎬ 实现 ３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ꎬ 使冰雪运动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ꎮ
三、 保障措施
(十) 完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ꎮ 通过强化

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

健身组织架构ꎬ 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ꎮ 政府

要按照科学统筹、 合理布局的原则ꎬ 做好宏观

管理、 政策制定、 资源整合分配、 工作监督评

估和协调跨部门联动ꎻ 各有关部门要将全民健

身工作与现有政策、 目标、 任务相对接ꎬ 按照

职责分工制定工作规划、 落实工作任务ꎻ 智库

可为有关全民健身的重要工作、 重大项目提供

咨询服务ꎬ 并在顶层设计和工作落实中发挥作

用ꎻ 社会组织可在日常体育健身活动的引导、
培训、 组织和体育赛事活动的承办等方面发挥

作用ꎬ 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ꎮ
以健康为主题ꎬ 整合基层宣传、 卫生计生、 文

化、 教育、 民政、 养老、 残联、 旅游等部门相

关工作ꎬ 在街道、 乡镇层面探索建设健康促进

服务中心ꎮ
(十一) 加大资金投入与保障ꎮ 建立多元

化资金筹集机制ꎬ 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ꎬ 推动

落实财税等各项优惠政策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将全民健身工作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ꎬ 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全民健

身的投入ꎮ 安排一定比例的彩票公益金等财政

资金ꎬ 通过设立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基

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ꎬ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

建设体育场地设施ꎬ 支持群众健身消费ꎮ 依据

政府购买服务总体要求和有关规定ꎬ 制定政府

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目录、 办法及实施细

则ꎬ 加大对基层健身组织和健身赛事活动等的

购买比重ꎮ 完善中央转移支付方式ꎬ 鼓励和引

导地方政府加大对全民健身的财政投入ꎮ 落实

好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ꎬ 引导公众对全民

健身事业进行捐赠ꎮ 社会力量通过公益性社会

组织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全民健

身事业的公益性捐赠ꎬ 符合税法规定的部分ꎬ
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依法从其

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ꎮ
(十二) 建立全民健身评价体系ꎮ 制定全

民健身相关规范和评价标准ꎬ 建立政府、 社

会、 专家等多方力量共同组成的工作平台ꎬ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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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层级、 多主体、 多方位的方式对全民健身

发展水平进行立体评估ꎬ 注重发挥各类媒体的

监督作用ꎮ 把全民健身评价指标纳入精神文明

建设以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 文明家庭和文明校园创建的内容ꎬ 将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相关内容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ꎮ 进一步明确全民健

身发展的核心指标、 评价标准和测评方法ꎬ 为

衡量各地全民健身发展水平提供科学依据ꎮ 出

台全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标准ꎬ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地方标准ꎬ 推进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标准化ꎮ 鼓励各地依托特色资源ꎬ 积极

创建体育特色城市、 体育生活化街道 (乡镇)
和体育生活化社区 (村)ꎮ 继续完善全民健身

统计制度ꎬ 做好体育场地普查、 国民体质监测

以及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分析ꎬ 结合卫

生计生部门的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等ꎬ 推进

全民健身科学决策ꎮ
(十三) 创新全民健身激励机制ꎮ 搭建更

加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全民健身激励平台ꎬ 拓

展激励范围ꎬ 有效调动城乡基层单位和个人的

积极性ꎬ 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ꎮ 推行 «国家

体育锻炼标准»ꎬ 颁发体育锻炼标准证书、 证

章ꎬ 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试行向特定人群或在

特定时段发放体育健身消费券等方式ꎬ 建立多

渠道、 市场化的全民健身激励机制ꎮ 鼓励对体

育组织、 体育场馆、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和活动

等的名称、 标志等无形资产的开发和运用ꎬ 引

导开发科技含量高、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民

健身产品ꎬ 提高产品附加值ꎮ 对支持和参与全

民健身、 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组织机构和个人进行表彰ꎮ
(十四) 强化全民健身科技创新ꎮ 制定并

实施运动促进健康科技行动计划ꎬ 推广 “运动

是良医” 等理念ꎬ 提高全民健身方法和手段的

科技含量ꎮ 开展国民体质测试ꎬ 开发应用国民

体质健康监测大数据ꎬ 研究制定并推广普及健

身指导方案、 运动处方库和中国人体育健身活

动指南ꎬ 开展运动风险评估ꎬ 大力开展科学健

身指导ꎬ 提高群众的科学健身意识、 素养和能

力水平ꎮ 推动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全民健身相结

合ꎬ 建设全民健身管理资源库、 服务资源库和

公共服务信息平台ꎬ 使全民健身服务更加便

捷、 高效、 精准ꎮ 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分析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体育设施利用率ꎬ 进行

运动健身效果综合评价ꎬ 提高全民健身指导水

平和全民健身设施监管效率ꎮ 推进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创新ꎬ 促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升级换

代ꎬ 为群众提供更加便利、 科学、 安全、 灵

活、 无障碍的健身场地设施ꎮ 积极支持体育用

品制造业创新发展ꎬ 采用新技术、 新材料、 新

工艺ꎬ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ꎬ 增加产品品种ꎬ 提

升体育用品的质量水平和品牌影响力ꎮ 鼓励企

业参与全民健身科技创新平台和科学健身指导

平台建设ꎬ 加强全民健身科学研究和科学健身

指导ꎮ
(十五) 加强全民健身人才队伍建设ꎮ 树

立新型全民健身人才观ꎬ 发挥人才在推动全民

健身中的基础性、 先导性作用ꎬ 努力培养适应

全民健身发展需要的组织、 管理、 研究、 健康

指导、 志愿服务、 宣传推广等方面的人才队

伍ꎮ 创新全民健身人才培养模式ꎬ 加大对民间

健身领军示范人物的发掘和扶持力度ꎬ 重视对

基层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中榜样人物的培育ꎮ
将全民健身人才培养与综治、 教育、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农业、 文化、 卫生计生、 工会、 残

联等部门和单位的人才教育培训相衔接ꎬ 畅通

各类人才培养渠道ꎮ 加强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

人才队伍的互联互通ꎬ 形成全民健身与学校体

育、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良性互动局

面ꎬ 为各类体育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创造条

件ꎮ 发挥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在人才培训中的作

用ꎬ 加大对社会化体育健身培训机构的扶持

力度ꎮ
(十六) 完善法律政策保障ꎮ 推动在 «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修订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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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的相关内容ꎬ 依法保障公民的体育健

身权利ꎮ 推动加快地方全民健身立法ꎬ 加强全

民健身与精神文明、 社区服务、 公共文化、 健

康、 卫生、 旅游、 科技、 养老、 助残等相关制

度建设的统筹协调ꎬ 完善健身消费政策ꎬ 将加

快全民健身相关产业与消费发展纳入体育产业

和其他相关产业政策体系ꎮ 建立健全全民健身

执法机制和执法体系ꎬ 做好全民健身中的纠纷

预防与化解工作ꎬ 利用社会资源提供多样化的

全民健身法律服务ꎮ 完善规划与土地政策ꎬ 将

体育场地设施用地纳入城乡规划、 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ꎬ 合理安排体育用地ꎮ
鼓励保险机构创新开发与全民健身相关的保险

产品ꎬ 为举办和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全面风

险保障ꎮ
四、 组织实施
(十七) 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ꎮ 各地要加

强对全民健身事业的组织领导ꎬ 建立完善实施

全民健身计划的组织领导协调机制ꎬ 确保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深入推进ꎮ 要把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摆在重要位置ꎬ 纳入当地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ꎬ 把

相关重点工作纳入政府年度民生实事加以推进

和考核ꎬ 构建功能完善的综合性基层公共服务

载体ꎮ
(十八) 严格过程监管与绩效评估ꎮ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制定本地 «全民健身实施

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做好任务分工和监

督检查ꎬ 并在 ２０２０ 年对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ꎮ
建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ꎬ 定

期开展第三方评估和社会满意度调查ꎬ 对重点

目标、 重大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全民健身实施计

划推进情况进行专项评估ꎬ 形成包括媒体在内

的多方监督机制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近日ꎬ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ꎬ 并发出通知ꎬ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ꎮ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全文如下ꎮ

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被执行人失

信信息是社会信用信息重要组成部分ꎮ 对失信

被执行人进行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ꎬ 有利于

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ꎬ 提高司法公信力ꎬ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ꎮ 为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

和惩戒机制建设ꎬ 现提出以下意见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

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ꎬ 按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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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信用信息共享、 健全激励惩戒机制、 提高

全社会诚信水平的有关要求ꎬ 进一步提高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能力ꎬ 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跨

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ꎬ 构建一处

失信、 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工作

体制机制ꎬ 维护司法权威ꎬ 提高司法公信力ꎬ
营造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ꎮ

(二) 基本原则ꎮ
———坚持合法性ꎮ 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 警示和惩戒要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实施ꎮ
———坚持信息共享ꎮ 破除各地区各部门之

间以及国家机关与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 企事

业单位之间的信用信息壁垒ꎬ 依法推进信用信

息互联互通和交换共享ꎮ
———坚持联合惩戒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各司

其职ꎬ 相互配合ꎬ 形成合力ꎬ 构建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体系ꎮ

———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联动ꎮ 各级政府

要发挥主导作用ꎬ 同时发挥各方面力量ꎬ 促进

全社会共同参与、 共同治理ꎬ 实现政府主导与

社会联动的有效融合ꎮ
(三) 建设目标ꎮ 到 ２０１８ 年ꎬ 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能力显著增强ꎬ 执行联动体制便捷、 顺

畅、 高效运行ꎮ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更加科

学、 完善ꎬ 失信被执行人界定与信息管理、 推

送、 公开、 屏蔽、 撤销等合法高效、 准确及

时ꎮ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各类信用信息互联共

享ꎬ 以联合惩戒为核心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高效运行ꎮ 有效促进被执

行人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ꎬ
执行难问题基本解决ꎬ 司法公信力大幅提升ꎬ
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

准则ꎮ
二、 加强联合惩戒
(一) 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

１ 设立金融类公司限制ꎮ 将失信被执行人

相关信息作为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

构ꎬ 以及参股、 收购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批的审

慎性参考ꎬ 作为设立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

司、 期货公司审批ꎬ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的审慎性参考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设立融资性

担保公司、 保险公司ꎮ
２ 发行债券限制ꎮ 对失信被执行人在银行

间市场发行债券从严审核ꎬ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ꎮ
３ 合格投资者额度限制ꎮ 在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审批和管理

中ꎬ 将失信状况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ꎮ
４ 股权激励限制ꎮ 失信被执行人为境内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的ꎬ 协助中止其股权激励计

划ꎻ 对失信被执行人为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对象的ꎬ 协助终止其行权资格ꎮ
５ 股票发行或挂牌转让限制ꎮ 将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作为股票发行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审核的参考ꎮ
６ 设立社会组织限制ꎮ 将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作为发起设立社会组织审批登记的参考ꎬ 限

制失信被执行人发起设立社会组织ꎮ
７ 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

金项目限制ꎮ 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政府采购项目

信息ꎻ 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作为供应商参加

政府采购活动ꎻ 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政

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ꎮ
(二) 政府支持或补贴限制

１ 获取政府补贴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

申请政府补贴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ꎮ
２ 获得政策支持限制ꎮ 在审批投资、 进出

口、 科技等政策支持的申请时ꎬ 查询相关机构

及其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ꎬ 作为其享

受该政策的审慎性参考ꎮ
(三) 任职资格限制

１ 担任国企高管限制ꎮ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

人的ꎬ 限制其担任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资本控

股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ꎬ 以及国有

资本参股公司国有股权方派出或推荐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ꎻ 已担任相关职务的ꎬ 按

照有关程序依法免去其职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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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限制ꎮ 失信被

执行人为个人的ꎬ 限制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

代表人ꎮ
３ 担任金融机构高管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执

行人担任银行业金融机构、 证券公司、 基金管

理公司、 期货公司、 保险公司、 融资性担保公

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ꎮ
４ 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限制ꎮ 失信被执行

人为个人的ꎬ 限制其登记或备案为社会组织负

责人ꎮ
５ 招录 (聘) 为公务人员限制ꎮ 限制招录

(聘) 失信被执行人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ꎬ 在职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确定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ꎬ 失信情况应作为其评先、
评优、 晋职晋级的参考ꎮ

６ 入党或党员的特别限制ꎮ 将严格遵守法

律、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情况ꎬ 作为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以及党员评先、 评优、 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ꎮ
７ 担任党代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限

制ꎮ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ꎬ 不作为组织推荐

的各级党代会代表、 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候选人ꎮ
８ 入伍服役限制ꎮ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

的ꎬ 将其失信情况作为入伍服役和现役、 预备

役军官评先、 评优、 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ꎮ
(四) 准入资格限制

１ 海关认证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成为

海关认证企业ꎻ 在失信被执行人办理通关业务

时ꎬ 实施严密监管ꎬ 加强单证审核或布控

查验ꎮ
２ 从事药品、 食品等行业限制ꎮ 对失信被

执行人从事药品、 食品安全行业从严审批ꎻ 限

制失信被执行人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

存、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 矿山生产和安全评

价、 认证、 检测、 检验等行业ꎻ 限制失信被执

行人担任上述行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ꎬ 已担任相关职务的ꎬ 按规

定程序要求予以变更ꎮ

３ 房地产、 建筑企业资质限制ꎮ 将房地

产、 建筑企业不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情况ꎬ 记入房地产和建筑市场信用档案ꎬ
向社会披露有关信息ꎬ 对其企业资质作出

限制ꎮ
(五) 荣誉和授信限制

１ 授予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道德模范、 慈善类奖项限制ꎮ 将履

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情况作为评选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的前置条件ꎬ 作为文明城

市测评的指标内容ꎮ 有关机构及其法定代表

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ꎬ 不得参加文明单位、 慈善

类奖项评选ꎬ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后取得的文明

单位荣誉称号、 慈善类奖项予以撤销ꎮ 失信被

执行人为个人的ꎬ 不得参加道德模范、 慈善类

奖项评选ꎬ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后获得的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 慈善类奖项予以撤销ꎮ
２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荣誉限制ꎮ 协助人民

法院查询失信被执行人的律师身份信息、 律师

事务所登记信息ꎻ 失信被执行人为律师、 律师

事务所的ꎬ 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参与评先、
评优ꎮ

３ 授信限制ꎮ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融资授信

时要查询拟授信对象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

责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ꎬ 对拟授信对象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ꎬ 要从严审核ꎮ
(六) 特殊市场交易限制

１ 从事不动产交易、 国有资产交易限制ꎮ
协助人民法院查询不动产登记情况ꎬ 限制失信

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

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购买或取得房产、 土地使用权等不动

产ꎻ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从事土地、 矿产等不动

产资源开发利用ꎬ 参与国有企业资产、 国家资

产等国有产权交易ꎮ
２ 使用国有林地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

申报使用国有林地项目ꎻ 限制其申报重点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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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ꎮ
３ 使用草原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报

草原征占用项目ꎻ 限制其申报承担国家草原保

护建设项目ꎮ
４ 其他国有自然资源利用限制ꎮ 限制失信

被执行人申报水流、 海域、 无居民海岛、 山

岭、 荒地、 滩涂等国有自然资源利用项目以及

重点自然资源保护建设项目ꎮ
(七) 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

１ 乘坐火车、 飞机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执行

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

人、 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乘坐列车软卧、 Ｇ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
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 民航飞机等非

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ꎮ
２ 住宿宾馆饭店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

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住

宿星级以上宾馆饭店、 国家一级以上酒店及其

他高消费住宿场所ꎻ 限制其在夜总会、 高尔夫

球场等高消费场所消费ꎮ
３ 高消费旅游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

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实

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参加

旅行社组织的团队出境旅游ꎬ 以及享受旅行社

提供的与出境旅游相关的其他服务ꎻ 对失信被

执行人在获得旅游等级评定的度假区内或旅游

企业内消费实行限额控制ꎮ
４ 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限制ꎮ 限制失信被

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

责人、 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入学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ꎮ
５ 购买具有现金价值保险限制ꎮ 限制失信

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

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支付高额保费购买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

产品ꎮ
６ 新建、 扩建、 高档装修房屋等限制ꎮ 限

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 主要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新建、 扩建、 高档装修房屋ꎬ
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等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

费行为ꎮ
(八) 协助查询、 控制及出境限制

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查询失信被执行人身

份、 出入境证件信息及车辆信息ꎬ 协助查封、
扣押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ꎬ 协助查找、 控

制下落不明的失信被执行人ꎬ 限制失信被执行

人出境ꎮ
(九) 加强日常监管检查

将失信被执行人和以失信被执行人为法定

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单位ꎬ 作为重点监管对

象ꎬ 加大日常监管力度ꎬ 提高随机抽查的比例

和频次ꎬ 并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ꎮ
(十) 加大刑事惩戒力度

公安、 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生

效判决、 裁定以及其他妨碍执行构成犯罪的行

为ꎬ 要及时依法侦查、 提起公诉和审判ꎮ
(十一) 鼓励其他方面限制

鼓励各级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 社会组

织、 企事业单位使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ꎬ
结合各自主管领域、 业务范围、 经营活动ꎬ 实

施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ꎮ
三、 加强信息公开与共享
(一) 失信信息公开

人民法院要及时准确更新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ꎬ 并通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有关网站、 移动客户端、
户外媒体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ꎬ 供公众免费

查询ꎻ 根据联合惩戒工作需要ꎬ 人民法院可以

向有关单位推送名单信息ꎬ 供其结合自身工作

依法使用名单信息ꎮ 对依法不宜公开失信信息

的被执行人ꎬ 人民法院要通报其所在单位ꎬ 由

其所在单位依纪依法处理ꎮ
(二) 纳入政府政务公开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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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

作的意见» 的有关要求ꎬ 将失信被执行人信用

监督、 警示和惩戒信息列入政务公开事项ꎬ 对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要依据部

门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依法开展ꎮ
(三) 信用信息共享

各地区各部门之间要进一步打破信息壁

垒ꎬ 实现信息共享ꎬ 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ꎬ 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 民

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国土资源、 住房城乡

建设、 财政、 金融、 税务、 工商、 安全监管、
证券、 科技等部门信用信息资源共享ꎬ 推进失

信被执行人信息与有关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
企事业单位信用信息资源共享ꎮ

(四) 共享体制机制建设

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信息共享体制

机制建设ꎬ 建立健全政府与征信机构、 信用评

级机构、 金融机构、 社会组织之间的信用信息

共享机制ꎮ 建立社会信用档案制度ꎬ 将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作为重要信用评价指标纳入社会信

用评价体系ꎮ
四、 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一) 进一步提高执行查控工作能力

１ 加快推进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设ꎮ 加大

信息化手段在执行工作中的应用ꎬ 整合完善现

有法院信息化系统ꎬ 实现网络化查找被执行人

和控制财产的执行工作机制ꎮ 要通过政务网、
专网等实现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网络与公安、 民

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国土资源、 住房城乡

建设、 工商、 交通运输、 农业、 人民银行、 银

行监管、 证券监管、 保险监管、 外汇管理等政

府部门ꎬ 及各金融机构、 银联、 互联网企业等

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网络连接ꎬ 建成覆盖全国地

域及土地、 房产、 存款、 金融理财产品、 证

券、 股权、 车辆等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化、 自

动化执行查控体系ꎬ 实现全国四级法院互联互

通、 全面应用ꎮ
２ 拓展执行查控措施ꎮ 人民法院要进一步

拓展对被告和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手段和措

施ꎮ 研究制定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 律师调

查被执行人财产制度、 公告悬赏制度、 审计调

查制度等财产查控制度ꎮ
３ 完善远程执行指挥系统ꎮ 最高人民法院

和各高级、 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有条件的基层人

民法院要建立执行指挥中心和远程指挥系统ꎬ
实现四级法院执行指挥系统联网运行ꎮ 建立上

下一体、 内外联动、 规范高效、 反应快捷的执

行指挥工作体制机制ꎮ 建立四级法院统一的网

络化执行办案平台、 公开平台和案件流程节点

管理平台ꎮ
(二) 进一步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１ 完善名单纳入制度ꎮ 各级人民法院要根

据执行案件的办理权限ꎬ 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

程序决定是否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ꎮ
２ 确保名单信息准确规范ꎮ 人民法院要建

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审核纠错机制ꎬ 确保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准确规范ꎮ
３ 风险提示与救济ꎮ 在将被执行人纳入失

信名单前ꎬ 人民法院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风险

提示通知ꎮ 被执行人认为将其纳入失信名单错

误的ꎬ 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作出决

定的人民法院申请纠正ꎬ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

申请之日起 ３ 日内审查ꎬ 理由成立的ꎬ 予以撤

销ꎻ 理由不成立的ꎬ 予以驳回ꎮ 被执行人对驳

回不服的ꎬ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ꎮ
４ 失信名单退出ꎮ 失信被执行人全部履行

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ꎬ 或与申请执行人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经申请执行人确认履行完

毕ꎬ 或案件依法终结执行等ꎬ 人民法院要在 ３
日内屏蔽或撤销其失信名单信息ꎮ 屏蔽、 撤销

信息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并通报给已推送单位ꎮ
５ 惩戒措施解除ꎮ 失信名单被依法屏蔽、

撤销的ꎬ 各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单位要及时

解除对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ꎮ 确需继续保留对

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的ꎬ 必须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实施ꎬ 并明确继续保

留的期限ꎮ
６ 责任追究ꎮ 进一步完善责任追究制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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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当纳入而不纳入、 违法纳入以及不按规定

屏蔽、 撤销失信名单等行为ꎬ 要按照有关规定

追究责任ꎮ
(三) 进一步完善党政机关支持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制度

１ 进一步加强协助执行工作ꎮ 各地区各部

门要按照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的有关要

求ꎬ 进一步抓好落实工作ꎮ 各级执行联动机制

工作领导小组要制定具体的工作机制、 程序ꎬ
明确各协助执行单位的具体职责ꎮ 强化协助执

行工作考核与问责ꎬ 组织人事、 政法等部门要

建立协助执行定期联合通报机制ꎬ 对协助执行

不力的单位予以通报和追责ꎮ
２ 严格落实执行工作综治考核责任ꎮ 将失

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情况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ꎮ 严格落实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

中的有关要求ꎮ
３ 强化对党政机关干扰执行的责任追究ꎮ

党政机关要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ꎬ 并将

落实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范围ꎮ 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

体案件处理的记录、 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ꎬ
以及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

任追究规定»ꎬ 对有关部门及领导干部干预执

行、 阻挠执行、 不配合执行工作的行为ꎬ 依纪

依法严肃处理ꎮ
五、 加强组织领导
(一) 加强组织实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对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工作ꎬ 将其作为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ꎬ 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ꎮ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ꎬ 形成常态化工作机

制ꎮ 各成员单位要确定专门机构、 专业人员负

责统筹协调、 督促检查各项任务落实情况ꎬ 并

向部际联席会议报告ꎬ 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ꎬ

予以通报批评ꎬ 强化问责ꎮ 负有信息共享、 联

合惩戒职责的部门要抓紧制定实施细则ꎬ 确定

责任部门ꎬ 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ꎬ 确保各项措

施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落实到位ꎮ 各联合惩戒单位

要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完成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联合惩戒系统的对接ꎬ 通过网络自动抓取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ꎬ 及时反馈惩戒情况ꎮ 同

时要加快惩戒软件开发使用进度ꎬ 将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单位管理、 审批、 工作系统

中ꎬ 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

对、 自动拦截、 自动监督、 自动惩戒ꎮ
(二) 强化工作保障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解决人

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要求ꎬ 强化执行机构的职

能作用ꎬ 配齐配强执行队伍ꎬ 大力推进执行队

伍正规化、 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ꎮ 加快推进人

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与执行指挥系统的软硬件

建设ꎬ 加快推进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ꎬ
加快推进各信息共享单位、 联合惩戒单位的信

息传输专线、 存储设备等硬件建设和软件开

发ꎬ 加强人才、 资金、 设备、 技术等方面的

保障ꎮ
(三)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加快推进强制执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司

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作ꎬ 及

时将加强执行工作、 推进执行联动、 信用信息

公开和共享、 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加

强联合惩戒等工作法律化、 制度化ꎬ 确保法律

规范的科学性、 针对性、 实用性ꎮ
(四) 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信用惩戒的宣

传力度ꎬ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 监督和舆

论引导作用ꎮ 利用报纸、 广播、 电视、 网络等

媒体ꎬ 依法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受惩戒情况

等公之于众ꎬ 形成舆论压力ꎬ 扩大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制度的影响力和警示力ꎮ

(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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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７６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ꎬ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表率作用ꎬ 进一步提升政

府公信力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ꎬ 现提出以下意见ꎮ
一、 重要意义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ꎬ 是落实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ꎬ 是深化简政放权、 放管

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提

高政府效能的必然要求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对于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

力、 引领其他领域信用建设、 弘扬诚信文化、
培育诚信社会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ꎮ 深

入开展政务诚信建设ꎬ 有利于建立健全以信用

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ꎬ 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ꎬ 有利于建立一支守法守信、 高效廉洁

的公务员队伍ꎬ 树立政府公开、 公正、 诚信、
清廉的良好形象ꎬ 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

风气ꎬ 培育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ꎮ
二、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

神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将坚持依

法行政、 阳光行政和加强监督作为推进政务诚

信建设的重要手段ꎬ 将建立政务领域失信记录

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作为推进政务诚信建设的

主要方面ꎬ 将危害群众利益、 损害市场公平交

易等政务失信行为作为治理重点ꎬ 循序渐进ꎬ
不断提升公务员诚信履职意识和各级人民政府

诚信行政水平ꎮ
(二) 基本原则ꎮ
一是坚持依法行政ꎮ 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

员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ꎬ 切实履行

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ꎮ 健

全依法决策机制ꎬ 将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

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 合规性审核、 集体讨论

决定等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ꎮ 要按照权力

和责任清单制度要求ꎬ 切实做到依法决策、 依

法执行和依法监督ꎮ
二是坚持政务公开ꎮ 推进阳光行政ꎬ 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ꎬ 不公开为例外” 原则ꎬ 在保护

国家信息安全、 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的前提下ꎬ 通过各地区各部门政府网站、 政务微

博微信、 政务客户端等途径依法公开政务信息ꎬ
加快推进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和结果全过程

公开ꎬ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ꎮ 制定法律法规、 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ꎮ 严格依

法依规开展招商引资、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等工

作ꎬ 充分体现公开、 公平、 公正ꎮ
三是坚持勤政高效ꎮ 进一步优化行政流

程ꎬ 继续清理、 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ꎬ 推

行网上服务、 并联服务和服务质量公开承诺等

措施ꎬ 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水平ꎮ
四是坚持守信践诺ꎮ 将公平正义作为政务

诚信的基本准则ꎬ 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

领域贯彻公平正义原则ꎮ 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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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要清正廉洁ꎬ 恪尽职守ꎬ 敢于担当ꎮ 要建立

健全守信践诺机制ꎬ 准确记录并客观评价各级

人民政府和公务员对职权范围内行政事项以及

行政服务质量承诺、 期限承诺和保障承诺的履

行情况ꎮ 各级人民政府在债务融资、 政府采

购、 招标投标等市场交易领域应诚实守信ꎬ 严

格履行各项约定义务ꎬ 为全社会作出表率ꎮ
五是坚持失信惩戒ꎮ 加大对各级人民政府

和公务员失信行为的惩处和曝光力度ꎬ 追究责

任ꎬ 惩戒到人ꎮ 对社会关注度高、 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政务失信易发多发领域进行重点治

理ꎮ 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政务失信

记录机制ꎮ 加强社会各方对政务诚信的评价监

督ꎬ 形成多方监督的信用约束体系ꎮ 对公务员

在行政过程中懒政怠政ꎬ 不遵守法律法规和相

关制度ꎬ 以权谋私、 失职渎职等行为ꎬ 特别是

严重危害群众利益、 有失公平公正、 交易违约

等行为ꎬ 要加大查处力度ꎬ 营造既 “亲” 又

“清” 的新型政商关系ꎮ
三、 探索构建广泛有效的政务诚信监

督体系
(一) 建立政务诚信专项督导机制ꎮ 上级

人民政府要定期对下级人民政府进行政务诚信

监督检查ꎬ 实施政务诚信考核评价ꎬ 考评结果

作为对下级人民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ꎮ
(二) 建立横向政务诚信监督机制ꎮ 各级

人民政府要依法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ꎬ 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ꎬ 将办理和落实

人大代表建议、 政协委员提案的情况作为政务

诚信建设的重要考量因素ꎮ
(三) 建立社会监督和第三方机构评估机

制ꎮ 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ꎬ 畅通民意诉求渠

道ꎬ 对政务失信行为进行投诉举报ꎮ 实施区域

政务诚信大数据监测预警ꎮ 支持信用服务机

构、 高校及科研院所等第三方机构对各地区各

部门开展政务诚信评价评级并及时公布结果ꎬ
加强社会监督ꎮ

四、 建立健全政务信用管理体系
(一) 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ꎮ 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深入开展公务员诚信、 守

法和道德教育ꎬ 编制公务员诚信手册ꎬ 将信用

建设纳入公务员培训和领导干部进修课程ꎬ 加

强公务员信用知识学习ꎬ 提升公务员信用

意识ꎮ
(二) 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ꎮ 将各级人

民政府和公务员在履职过程中ꎬ 因违法违规、
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 行政处罚、 纪律处分、
问责处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ꎮ 由各级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负责政务失信记录的

采集和公开ꎬ 将有关记录逐级归集至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和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ꎮ 同

时ꎬ 依托 “信用中国” 网站等依法依规逐步公

开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政务失信记录ꎮ
(三) 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ꎮ 各

级人民政府存在政务失信记录的ꎬ 要根据失信

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情况和社会影

响程度ꎬ 对具体失信情况书面说明原因并限期

加以整改ꎬ 依规取消相关政府部门参加各类荣

誉评选资格ꎬ 予以公开通报批评ꎬ 对造成政务

失信行为的主要负责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ꎮ 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联

合开展区域政务诚信状况评价ꎬ 在改革试点、
项目投资、 社会管理等政策领域和绩效考核中

应用政务诚信评价结果ꎮ 对存在政务失信记录

的公务员ꎬ 按照相关规定采取限制评优评先等

处理措施ꎮ
(四) 健全信用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机制ꎮ

完善政务信用信息保护机制ꎬ 按照法律法规规

定采集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政务失信记录ꎮ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异议、 投诉制度ꎬ 探索扩展

公务员失信记录信用修复渠道和方式ꎮ 建立自

我纠错、 主动自新的关爱机制ꎬ 公务员在政务

失信行为发生后主动挽回损失、 消除不良影响

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ꎬ 可从轻或免于

实施失信惩戒措施ꎮ
五、 加强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
(一) 加强政府采购领域政务诚信建设ꎮ

完善政府采购诚信体系ꎬ 建立政府采购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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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诚信责任制ꎬ 加强对采购人在项目履约验

收环节信用情况的监督ꎬ 依法处理采购人及有

关责任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违规失信行

为ꎮ 完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ꎬ 提高政府采

购活动透明度ꎮ
(二) 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域政务

诚信建设ꎮ 强化政府有关部门责任ꎬ 建立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失信违约记录ꎮ 明确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方责任人及其在项目筹

备、 招标投标、 政府采购、 融资、 实施等阶段

的诚信职责ꎬ 建立项目责任回溯机制ꎬ 将项目

守信履约情况与实施成效纳入项目政府方责任

人信用记录ꎮ
(三) 加强招标投标领域政务诚信建设ꎮ

建立招标投标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ꎬ
探索推广和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制度ꎮ 健全招

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制度ꎬ 提高政务信

息透明度ꎬ 及时向社会公开各级人民政府掌握

的有关招标代理机构资质信息、 信用信息及动

态监管信息等ꎮ
(四) 加强招商引资领域政务诚信建设ꎮ

完善招商引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ꎬ 严格依法依

规出台优惠政策ꎬ 避免恶性竞争ꎮ 规范地方人

民政府招商引资行为ꎬ 认真履行依法作出的政

策承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 协议ꎬ 不得以政府

换届、 相关责任人更替等理由毁约ꎮ 因国家利

益、 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

诺和合同约定的ꎬ 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进行ꎬ 并对相关企业和投资人的财产损失依法

予以补偿ꎮ
(五)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领域政务诚信建

设ꎮ 建立地方人民政府信用评级制度ꎬ 促进政

府举债依法依规、 规模适度、 风险可控和程序

透明ꎮ 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约束ꎬ 健全地方

政府债务监管体系ꎬ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

估和预警机制、 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

机制ꎮ
(六) 加强街道和乡镇政务诚信建设ꎮ 建

立街道和乡镇公开承诺制度ꎬ 加大街道和乡镇

政务、 财务等公开力度ꎬ 确保就业、 物业、 就

学、 计生、 养老、 助残、 扶贫、 医保、 住房、
出行、 停车、 防火防盗、 拥军优属、 便民服务

等公共服务和优惠政策有效落实到社会公众ꎬ
并将各项工作守信践诺情况纳入街道和乡镇绩

效考核体系ꎮ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诚信街道

和诚信乡镇创建活动ꎮ
六、 健全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ꎮ 各地区

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政务诚信建设工作的组织

领导ꎬ 按照职责分工ꎬ 研究出台工作方案和实

施办法ꎬ 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政务诚信建设工

作ꎮ 充分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

作用ꎬ 协调解决政务诚信建设中的重大问题ꎬ
研究确定并推进政务诚信建设的各项措施ꎬ 加

强各地区各部门协作配合ꎮ
(二) 加快法规制度建设ꎮ 逐步建立和完

善政务诚信建设法规规范ꎮ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出台政务诚信建设地方性法规ꎮ 加快推进政务

诚信管理制度建设ꎬ 加强政务公开、 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 政府守信践诺机制、 公务员诚信、
政务诚信评价办法等制度建设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ꎬ 高度重视ꎬ 狠

抓落实ꎬ 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ꎬ 结合实际

切实有效开展相关工作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有关部门负责对本意见落实工作的统筹协调、
跟踪了解、 督促检查ꎬ 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推进ꎮ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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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运

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

向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ꎬ 现

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灵魂ꎮ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ꎬ 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

要求ꎬ 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

途径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ꎬ 推动以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ꎬ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ꎬ 爱

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各方面工作呈现向上向好的

发展态势ꎮ 同时也要看到ꎬ 与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ꎬ 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还存在不小差

距ꎮ 有的法规和政策价值导向不鲜明ꎬ 针对

性、 可操作性不强ꎬ 保障不够有力ꎻ 一些地方

和部门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存在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要求不符的现象ꎻ 部分社会成员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ꎬ 全民法治观念需要进一

步提高ꎬ 等等ꎮ 要从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高度ꎬ 充分认识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

性ꎬ 切实发挥法治的规范和保障作用ꎬ 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ꎮ
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ꎬ 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ꎬ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ꎬ 坚

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ꎬ 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建设全过程ꎬ 融入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

司法、 全民守法各环节ꎬ 以法治体现道德理

念、 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ꎬ 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ꎬ 为实现 “两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和

精神推动力ꎮ
二、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

入规
法律法规体现鲜明价值导向ꎬ 社会主义法

律法规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知认同和自觉践行ꎮ 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ꎬ 恪守以民为本、 立法为民理

念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

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ꎬ 转化为具有

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ꎮ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ꎮ 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的立法需求ꎬ 把法律的规范性和

引领性结合起来ꎬ 坚持立改废释并举ꎬ 积极推

进相关领域立法ꎬ 使法律法规更好体现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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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目标、 社会的价值取向、 公民的价值准

则ꎮ 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 规则

公平的法律制度ꎬ 依法保障公民权利ꎬ 维护公

平正义ꎮ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

度ꎬ 加快形成保护产权、 维护契约、 统一市

场、 平等交换、 公平竞争、 有效监管的体制机

制ꎬ 促进社会诚信建设ꎮ 推进民法典编纂工

作ꎬ 健全民事基本法律制度ꎬ 强化全社会的契

约精神ꎮ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治理

体系创新方面的立法ꎬ 完善教育、 劳动就业、
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 扶贫济困、
社会救助、 婚姻家庭和妇女儿童、 老年人、 残

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ꎮ 注重把

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ꎬ 把实践中

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ꎬ 推

动文明行为、 社会诚信、 见义勇为、 尊崇英

雄、 志愿服务、 勤劳节俭、 孝亲敬老等方面的

立法工作ꎮ 推动设区的市提高立法精细化水

平ꎬ 促进社会文明建设ꎮ 加强互联网领域立

法ꎬ 完善网络信息服务、 网络安全保护、 网络

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ꎮ 不断完善有效约

束开发行为和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文

明法律制度ꎬ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ꎮ 加强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ꎬ 建立健全

法律法规定期清理机制ꎬ 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求不相适应的ꎬ 依照法定程序及时进行

修改和废止ꎮ
强化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ꎮ 制定经济社会

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ꎬ 出台与人们生产生活和

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ꎬ 要充分体

现公平正义和社会责任ꎬ 注重政策目标和价值

导向有机统一ꎬ 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

统一ꎬ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和利益引导机制ꎮ 完善政

策评估和纠偏机制ꎬ 防止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ꎬ 实现公共政策和道德

建设良性互动ꎮ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ꎮ 以党章为根本遵

循ꎬ 完善党内法规ꎬ 健全制度保障ꎬ 构建起配

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ꎬ 推动党员干部带

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把从严治党实践

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ꎬ 做到依规治

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ꎬ 充分展现共产党人高尚

思想道德情操和价值追求ꎮ
三、 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既要靠良

法ꎬ 又要靠善治ꎮ 社会治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ꎬ 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

现鲜明价值导向ꎬ 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行为得到倡导和鼓励ꎬ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和惩处ꎮ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ꎮ 强化严格依法履

行职责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 尊重和

保障人权观念ꎬ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ꎬ 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ꎬ 推进平安中国建设ꎮ 着眼维护健康

市场秩序和公平市场环境ꎬ 严厉打击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ꎮ 着眼保护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ꎬ 健全利益表达、 利益协调、 利

益保护机制ꎬ 加大食品药品、 安全生产、 环境

保护、 劳动保障、 医疗卫生、 商贸服务等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ꎮ 加强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ꎬ 深入开展 “扫黄打非”ꎬ 依法

查处有害文化信息、 不良文化产品和服务ꎬ 维

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ꎮ 依法加强网

络空间治理ꎬ 严惩网上造谣欺诈、 攻击谩骂、
传播淫秽色情等行为ꎬ 净化网络环境ꎮ 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ꎬ 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

安全ꎮ 依法严惩暴力恐怖、 民族分裂等危害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行为ꎬ 依法妥善处置

涉及民族、 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ꎬ 维护祖国

统一、 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ꎮ 完善执法程序ꎬ
改进执法方式ꎬ 尊重自然人和法人的合法权

益ꎬ 准确把握适用裁量标准ꎬ 实现执法要求与

执法形式相统一、 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

一ꎮ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要善于把握引导社会

心态和群众情绪ꎬ 综合运用法律、 经济、 行政

等手段和教育、 调解、 疏导等办法ꎬ 融法、
理、 情于一体ꎬ 引导和支持人们合理合法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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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诉求ꎬ 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ꎮ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ꎮ 深入开展道

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ꎬ 依法惩处公

德失范、 诚信缺失的违法行为ꎬ 大力整治突破

道德底线、 丧失道德良知的现象ꎬ 弘扬真善

美、 贬斥假恶丑ꎮ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ꎬ 完

善守法诚信褒奖激励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

机制ꎬ 加大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威慑和惩

戒力度ꎮ 完善科研诚信规范ꎮ 激发社会组织活

力ꎬ 加强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ꎬ 发挥好参与社

会事务、 维护公共利益、 救助困难群众、 帮教

特殊人群、 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ꎮ 深化政风行

风建设ꎬ 切实纠正行业不正之风ꎮ 完善市民公

约、 乡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章、 团体章

程等社会规范ꎬ 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的引领作用、 礼仪制度的教化作用ꎬ 使社会

治理的过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过程ꎮ
坚持依规治党ꎮ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ꎬ 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 全面净化

党内政治生态ꎮ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ꎬ 重点突出

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根本宗旨、 加强道德修

养ꎬ 坚持不懈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ꎬ 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ꎮ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ꎬ 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

类腐败案件ꎬ 建设廉洁政治ꎮ
四、 用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ꎬ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ꎮ
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ꎬ 加快建立健全公正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ꎬ 确保审判机

关、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检察

权ꎬ 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ꎬ 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ꎮ
提高司法公信力ꎮ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

法律为准绳ꎬ 严格依照事实和法律办案ꎬ 确保

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 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

正ꎬ 用公正司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ꎮ 加强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司法保护ꎬ 加大涉

民生案件查办工作力度ꎬ 通过具体案件的办

理ꎬ 推动形成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氛围ꎮ 根据

案件难易、 刑罚轻重等情况ꎬ 积极推进繁简分

流ꎬ 依法适用简易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 刑事

案件速裁程序ꎬ 引导和鼓励自主选择调解、 和

解、 协调等解决纠纷方式ꎬ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

公正和效率的平衡ꎮ 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ꎬ 依

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合法权益ꎮ 严格落

实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 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

原则和制度ꎬ 建立健全纠错机制ꎬ 有效防范冤

假错案ꎮ 坚持以公开促公正、 以透明保廉洁ꎬ
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ꎬ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

法定职责保护机制ꎬ 推进审判公开、 检务公

开、 警务公开、 狱务公开ꎬ 严禁领导干部干预

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ꎬ 加强对司法活

动的监督ꎬ 让司法在阳光下运行ꎮ
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ꎮ 加强司法救

助、 法律援助ꎬ 统筹城乡、 区域法律服务资

源ꎬ 加快推动法律服务向欠发达地区、 基层村

(社区) 延伸ꎮ 畅通依法维权渠道ꎬ 深入推进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ꎬ 不断完善诉讼服务设施ꎬ
因地制宜推行预约立案、 远程立案、 网上立案

等制度ꎬ 加强巡回审判ꎬ 方便群众诉讼ꎬ 减轻

群众诉累ꎬ 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的诉讼权利ꎬ 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的人权保障

功能ꎮ
完善司法政策ꎬ 加强司法解释ꎬ 强化案例

指导ꎮ 遵循法律精神和原则ꎬ 实行适应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司法政策ꎬ 增强适用法律

法规的及时性、 针对性、 有效性ꎬ 为惩治违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严重失德败德行为ꎬ 提

供具体、 明确的司法政策支持ꎮ 准确把握法律

精神和法律原则ꎬ 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的实践要求ꎬ 发挥司法解释功能ꎬ 正确解释

法律ꎮ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ꎬ 及时选择对司法办

案有普遍指导意义ꎬ 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示范作用的案例ꎬ 作为指导性案例

发布ꎬ 通过个案解释法律和统一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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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ꎮ
五、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根植于全民心中的法治精神ꎬ 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ꎮ 要坚

持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ꎬ 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ꎬ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增

强法治观念ꎬ 形成守法光荣、 违法可耻的社会

氛围ꎬ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

崇尚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ꎮ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ꎮ 深入学习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ꎬ
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ꎮ 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ꎬ 弘扬宪法精

神ꎬ 增强宪法意识ꎬ 形成崇尚宪法、 遵守宪

法、 维护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ꎮ 深入宣传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ꎬ 重点宣传与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ꎬ 通

过公开审判、 典型案例发布、 诉前诉后答疑等

方式ꎬ 引导全体公民自觉守法、 遇事找法、 解

决问题靠法ꎮ 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开展党章和党

内法规学习教育ꎬ 明确基本标准ꎬ 树立行为规

范ꎮ 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 模范守法作为树立

法治意识的关键ꎬ 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制度ꎬ 提高党员、 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

力ꎮ 坚持从青少年抓起ꎬ 切实把法治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ꎬ 使青少年从小树立宪法意识、
国家意识和法治观念ꎮ 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

制ꎬ 实行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法责

任制ꎬ 建立和实施法官、 检察官、 行政执法人

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ꎬ 把法治教育纳入文

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

明校园创建活动ꎬ 强化基层党组织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职责ꎬ 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开展普法益民和公益广告宣传活动ꎬ 推动法律

进机关、 进乡村、 进社区、 进学校、 进企业、
进单位ꎮ

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ꎮ 把法治教育与道德

教育结合起来ꎬ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

教育实践ꎬ 深入开展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

庭美德、 个人品德教育ꎬ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ꎬ 以道德滋养法治精

神ꎮ 强化规则意识ꎬ 倡导契约精神ꎬ 弘扬公序

良俗ꎬ 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社会责

任、 家庭责任ꎬ 努力形成中华儿女互有责任的

良好风尚ꎮ 广泛开展时代楷模、 道德模范、 最

美人物和身边好人学习宣传活动ꎬ 积极倡导助

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 孝

老爱亲等美德善行ꎮ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ꎬ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讲仁爱、 重民

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的时代

价值ꎬ 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ꎬ 使之成为涵养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源泉ꎮ
六、 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工作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加大工

作力度ꎮ 人大、 政府、 政协、 审判机关、 检察

机关要认真履职尽责ꎬ 各领域各部门要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ꎬ 积极主动开展工作ꎮ 党委宣传部

和政法委要加强工作指导ꎬ 统筹各方力量、 协

调各方职能ꎬ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ꎬ 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创造良好法治环境ꎮ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ꎮ 着力增强法治工

作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业务工作能力、 职业

道德水准ꎬ 做到忠于党、 忠于国家、 忠于人

民、 忠于法律ꎮ 在立法队伍、 行政执法队伍、
司法队伍中ꎬ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ꎬ 强化职业道德和职业

操守ꎬ 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 执法为民、 敢

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ꎮ 按照重品行、
讲操守、 守规矩的要求ꎬ 加强律师队伍建设ꎬ
发展公证员、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人民调解

员队伍ꎮ 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ꎮ 坚持

立德树人、 德育为先导向ꎬ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ꎬ 培养造就

熟悉和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ꎮ
坚持改革创新ꎮ 按照贯穿结合融入、 落细

落小落实的要求ꎬ 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和办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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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

互促进、 相得益彰ꎮ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ꎬ 拓宽

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 执法、 司法的渠道和

方式ꎬ 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ꎬ 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

志、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ꎮ 注重总结

推广新创造新经验ꎬ 不断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

性ꎬ 依靠教育引导、 实践养成和良法善治ꎬ 开

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新局面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９８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为弘扬诚信传统美德ꎬ 增强社会成员诚信

意识ꎬ 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ꎬ 褒扬诚信ꎬ 惩

戒失信ꎬ 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ꎬ 营造优良信用

环境ꎬ 经国务院同意ꎬ 现提出以下意见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

神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大力弘扬诚

信文化ꎬ 加快个人诚信记录建设ꎬ 完善个人信

息安全、 隐私保护与信用修复机制ꎬ 健全守信

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ꎬ 使守信者受益、 失信者

受限ꎬ 让诚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

为准则ꎬ 积极营造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的

良好社会氛围ꎮ
(二) 基本原则ꎮ
一是政府推动ꎬ 社会共建ꎮ 充分发挥政府

在个人诚信体系建设中的组织、 引导、 推动和

示范作用ꎮ 规范发展征信市场ꎬ 鼓励调动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ꎬ 共同推进ꎬ 形成个人诚信体系

建设合力ꎮ
二是健全法制ꎬ 规范发展ꎮ 健全个人信息

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ꎬ 严格保护个

人隐私和信息安全ꎮ
三是全面推进ꎬ 重点突破ꎮ 以重点领域、

重点人群为突破口ꎬ 推动建立各地区各行业个

人诚信记录机制ꎮ 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与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与个人征信机构ꎬ 分别实现个人公共

信用信息、 个人征信信息的记录、 归集、 处理

和应用ꎮ
四是强化应用ꎬ 奖惩联动ꎮ 积极培育个人

公共信用信息产品应用市场ꎬ 推广个人公共信

用信息社会化应用ꎬ 拓宽应用范围ꎮ 建立健全

个人诚信奖惩联动机制ꎬ 加大个人守信激励与

失信惩戒力度ꎮ
二、 加强个人诚信教育

(一) 大力弘扬诚信文化ꎮ 将诚信文化建

设摆在突出位置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根本ꎬ 大力普及信用知识ꎬ 制定颁布

公民诚信守则ꎬ 将诚信教育贯穿公民道德建设

和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ꎮ 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

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ꎬ 营造 “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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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荣、 失信者耻、 无信者忧” 的社会氛围ꎮ
(二) 广泛开展诚信宣传ꎮ 结合春节、 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 劳动节、 儿童节、 网络诚信

宣传日、 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 诚信兴商宣传

月、 国庆节、 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等

重要时间节点和法定节假日ꎬ 集中宣传信用政

策法规、 信用知识和典型案例ꎮ 推动创作中华

传统诚信文化与时代价值观相融合的诚信文艺

作品、 公益广告ꎬ 丰富诚信宣传载体ꎬ 增加诚

信宣传频次ꎬ 提升诚信宣传水平ꎮ
(三) 积极推介诚信典型ꎮ 充分发挥媒体

舆论宣传引导作用ꎬ 大力发掘、 宣传有关部门

和社会组织评选的诚信道德模范、 优秀志愿者

等诚信典型ꎮ 组织各类网站开设网络诚信专

题ꎬ 经常性地宣传推广各类诚信典型、 诚信事

迹ꎬ 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网络诚信主题文化作

品ꎬ 加强网络失信案例警示教育ꎮ 支持有关部

门和社会组织向社会推介诚信典型和无不良信

用记录者ꎬ 推动实施跨部门、 跨领域的守信联

合激励措施ꎮ
(四) 全面加强校园诚信教育ꎮ 将诚信教

育作为中小学和高校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

内容ꎮ 鼓励高校开设社会信用领域相关课程ꎮ
支持有条件的高校院所开设信用管理相关专

业ꎮ 推动学校加强信用管理ꎬ 建立健全 １８ 岁以

上成年学生诚信档案ꎬ 推动将学生个人诚信作

为升学、 毕业、 评先评优、 奖学金发放、 鉴定

推荐等环节的重要考量因素ꎮ 针对考试舞弊、
学术造假、 不履行助学贷款还款承诺、 伪造就

业材料等不诚信行为开展教育ꎬ 并依法依规将

相关信息记入个人信用档案ꎮ
(五) 广泛开展信用教育培训ꎮ 建立健全

信用管理职业培训与专业考评制度ꎮ 加大对

信用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ꎬ 丰富信用知识ꎬ
提高信用管理水平ꎮ 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企

业建立信用管理和教育制度ꎬ 组织签署入职

信用承诺书和开展信用知识培训活动ꎬ 培育

企业信用文化ꎮ 组织编写信用知识读本ꎬ 依

托社区 (村) 各类基层组织ꎬ 向公众普及信

用知识ꎮ
三、 加快推进个人诚信记录建设
(一) 推动完善个人实名登记制度ꎮ 以公

民身份证号码制度为基础ꎬ 推进公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制度建设ꎮ 推动居民身份证登记指纹

信息工作ꎬ 实现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全覆

盖ꎮ 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ꎬ 不断加强个人身份

信息的查核工作ꎬ 确保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的唯

一性ꎮ 以互联网、 邮寄递送、 电信、 金融账户

等领域为重点ꎬ 推进建立实名登记制度ꎬ 为准

确采集个人诚信记录奠定基础ꎮ
(二) 建立重点领域个人诚信记录ꎮ 以食

品药品、 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 交通安全、 环

境保护、 生物安全、 产品质量、 税收缴纳、 医

疗卫生、 劳动保障、 工程建设、 金融服务、 知

识产权、 司法诉讼、 电子商务、 志愿服务等领

域为重点ꎬ 以公务员、 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

责任人、 律师、 教师、 医师、 执业药师、 评估

师、 税务师、 注册消防工程师、 会计审计人

员、 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 认证人员、 金融从

业人员、 导游等职业人群为主要对象ꎬ 有关部

门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记录形成机制ꎬ
及时归集有关人员在相关活动中形成的诚信信

息ꎬ 确保信息真实准确ꎬ 实现及时动态更新ꎮ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个人征信机构要大

力开展重点领域个人征信信息的归集与服务ꎮ
鼓励行业协会、 商会等行业组织建立健全会员

信用档案ꎮ
四、 完善个人信息安全、 隐私保护与

信用修复机制
(一)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ꎮ 有关部门要严

格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保障信息安

全的规章制度ꎬ 明确个人信息查询使用权限

和程序ꎬ 做好数据库安全防护工作ꎬ 建立完

善个人信息查询使用登记和审查制度ꎬ 防止

信息泄露ꎮ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ꎬ 加大对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征信机构的监管

力度ꎬ 确保个人征信业务合规开展ꎬ 保障信

息主体合法权益ꎬ 确保国家信息安全ꎮ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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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机构及相关人员信用档案和违规经营

“黑名单” 制度ꎮ
(二) 加强隐私保护ꎮ 未经法律法规授权

不得采集个人公共信用信息ꎮ 加大对泄露、 篡

改、 毁损、 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等行为的查处力度ꎮ 对金融机构、 征信机构、
互联网企业、 大数据公司、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企业实施重点监控ꎬ 规范其个人信息采集、 提

供和使用行为ꎮ
(三) 建立信用修复机制ꎮ 建立个人公共

信用信息纠错、 修复机制ꎬ 制定异议处理、 行

政复议等管理制度及操作细则ꎮ 明确各类公共

信用信息展示期限ꎬ 不再展示使用超过期限的

公共信用信息ꎮ 畅通信用修复渠道ꎬ 丰富信用

修复方式ꎬ 探索通过事后主动履约、 申请延

期、 自主解释等方式减少失信损失ꎬ 通过按时

履约、 志愿服务、 慈善捐助等方式修复信用ꎮ
五、 规范推进个人诚信信息共享使用
(一) 推动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共享ꎮ 制定

全国统一的个人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分类标准

和共享交换规范ꎮ 依托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建立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ꎮ 依托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ꎬ 逐步建立跨区域、 跨部门、
跨行业个人公共信用信息的互联、 互通、 互查

机制ꎮ
(二) 积极开展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服务ꎮ

各级人民政府要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提供个人

公共信用信息授权查询服务ꎮ 探索依据个人公

共信用信息构建分类管理和诚信积分管理机

制ꎮ 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应建立个人公共信用

信息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共享关系ꎬ
并向个人征信机构提供服务ꎮ

六、 完善个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机制
(一) 为优良信用个人提供更多服务便利ꎮ

对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实施信用分类监管确定

的信用状况良好的行政相对人、 诚信道德模

范、 优秀志愿者ꎬ 行业协会商会推荐的诚信会

员ꎬ 以及新闻媒体挖掘的诚信主体等建立优良

信用记录ꎬ 各级人民政府要创新守信激励措

施ꎬ 对具有优良信用记录的个人ꎬ 在教育、 就

业、 创业等领域给予重点支持ꎬ 尽力提供更多

便利服务ꎻ 在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ꎬ 对具有优

良信用记录的个人和连续三年以上无不良信用

记录的行政相对人ꎬ 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采取

“绿色通道” 和 “容缺受理” 等便利服务措施ꎮ
鼓励社会机构依法使用征信产品ꎬ 对具有优良

信用记录的个人给予优惠和便利ꎬ 使守信者在

市场中获得更多机会和收益ꎮ
(二) 对重点领域严重失信个人实施联合

惩戒ꎮ 依法依规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

会正常秩序、 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严重影响司法

机关和行政机关公信力以及拒不履行国防义务

等个人严重失信行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ꎮ 将恶

意逃废债务、 非法集资、 电信诈骗、 网络欺

诈、 交通违法、 不依法诚信纳税等严重失信个

人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

束和惩戒措施ꎮ 在对失信企事业单位进行联合

惩戒的同时ꎬ 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相关

责任人员采取相应的联合惩戒措施ꎬ 将联合惩

戒措施落实到人ꎮ 鼓励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和个人征信机构采集的个人在市场经济活

动中产生的严重失信记录ꎬ 推送至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ꎬ 作为实施信用惩戒措施的参考ꎮ
(三) 推动形成市场性、 社会性约束和惩

戒ꎮ 建立健全个人严重失信行为披露、 曝光与

举报制度ꎬ 依托 “信用中国” 网站ꎬ 依法向社

会公开披露各级人民政府掌握的个人严重失信

信息ꎬ 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ꎬ 形成强大

的社会震慑力ꎮ 鼓励市场主体对严重失信个人

采取差别化服务ꎮ 支持征信机构采集严重失信

行为信息ꎬ 纳入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七、 强化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统

筹规划ꎬ 部署实施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工作ꎮ 建

立工作考核推进机制ꎬ 对本地区、 本领域个人

诚信体系建设工作要定期进行督促、 指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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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ꎮ
(二)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ꎮ 逐步建立和完

善个人诚信体系建设法律法规ꎬ 加强对个人信

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保护ꎬ 有力维护个人信息

的主体权利与合法权益ꎬ 完善个人公共信用信

息记录、 归集、 处理和应用等各环节的规范制

度ꎬ 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制

环境ꎮ
(三)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ꎮ 各地区各部门

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费保障ꎬ 对个人诚

信体系建设组织工作、 管理工作积极予以经费

支持ꎮ 加大对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
信息应用、 宣传教育和人才培训等各方面的资

金支持力度ꎮ
(四) 强化责任落实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工作ꎬ 强化责任意

识ꎬ 细化分工ꎬ 明确完成时间节点ꎬ 确保责任

到人、 工作到人、 落实到人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ꎬ 高度重视ꎬ 率

先垂范ꎬ 结合工作实际ꎬ 切实有效开展个人诚信

体系建设相关工作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

部门负责对本意见落实工作的统筹协调、 跟踪

了解、 督促检查ꎬ 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ꎮ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文明办主任
会议上的讲话»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现将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

上的讲话» 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 本部

门实际贯彻落实ꎮ

(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上的

讲话» 见本卷 “文献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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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在 ２０１６ 年春节期间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２０１６ 年春节即将来临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

神ꎬ 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普及活

动ꎬ 引导人们在辞旧迎新、 欢度佳节过程中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丰富节日期间城乡群众文化

生活ꎬ 广泛开展互帮互助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现

就在春节期间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

动通知如下: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个根本ꎬ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ꎬ 创新载体、
创新形式ꎬ 推动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在全

国城乡基层广泛开展ꎬ 着力弘扬扶危济困、 乐

善好施、 敦亲睦邻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ꎬ 着力

营造家庭幸福、 社会和谐、 民族团结、 国家进

步的浓厚氛围ꎬ 着力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

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ꎬ 形成向上向善、 诚信

互助的社会风尚ꎮ
二、 活动安排
１ 组织开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群众性主题教育

活动ꎮ 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ꎬ 中宣部组织开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实践

重大主题宣传ꎮ 各地要按照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和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要求ꎬ 运用报告会、 百

姓宣讲、 公益广告、 橱窗展示等形式ꎬ 运用人

们春节团聚时机ꎬ 开展看身边变化、 看家庭变

化等活动ꎬ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ꎬ 广泛宣

传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宣传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宣传党中央举

旗定向、 谋篇布局、 攻坚克难、 强基固本ꎬ 不

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的新实践新成就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统一思想、 统一意

志、 万众一心、 艰苦奋斗ꎬ 共同夺取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ꎬ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ꎮ
２ 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ꎮ 以道德模

范、 先进典型、 身边好人等为重点ꎬ 组织人员

深入基层ꎬ 进门入户ꎬ 开展拜年走访、 座谈联

欢、 关爱帮扶等慰问活动ꎬ 大力宣传他们的先

进事迹和高尚品德ꎬ 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配合有关方

面扎实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活的工作ꎬ 多做雪

中送炭的好事实事ꎬ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

们心坎上ꎬ 起到 “关心一人、 温暖一户、 带动

一片” 的社会效果ꎮ
３ 着力深化志愿服务活动ꎮ 立足城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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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ꎬ 广泛开展春运便民志愿服务、 亲情关爱志

愿服务、 文化体育志愿服务、 关爱留守人员志

愿服务、 环境秩序志愿服务、 平安建设志愿服

务等ꎮ 重点要以欢度春节、 家政服务、 文体活

动、 心理疏导、 医疗保健等为主要内容ꎬ 做好

帮扶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 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工作ꎬ 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关爱和

人间真情ꎮ
４ 精心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ꎮ 坚持因地制

宜、 就近就便ꎬ 组织开展花会歌会、 社火庙

会、 灯谜灯会、 游艺联欢、 舞龙舞狮等文化活

动ꎬ 积极推广优秀民间文化艺术ꎮ 鼓励支持乡

村文艺演出队、 文化能人开展演出活动ꎮ 发挥

城乡社区文化中心、 乡镇文化站、 文化礼堂、
文化大院等作用ꎬ 活跃节日群众文化生活ꎮ

５ 深入扎实把文化送到城乡基层ꎮ 配合组

织好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 文化科技

卫生 “三下乡”、 科教文体法律卫生 “四进社

区” “送欢乐下基层” 等活动ꎬ 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多更好的 “文化年货”ꎮ 组织文艺工作者

深入乡镇社区、 学校军营、 工矿企业ꎬ 开展慰

问演出、 辅导交流、 展览展示等活动ꎬ 把优秀

文艺作品奉献给基层群众ꎮ 协调文化馆、 图书

馆、 青少年宫、 工人文化宫、 科技馆等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ꎬ 通过开展流动服务ꎬ 让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到优质文化服务ꎮ
６ 积极组织结对扶贫ꎮ 引导各级文明单位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ꎬ 开展结对精准扶贫ꎬ 切实

为改善贫困乡村群众生活作出贡献ꎮ 要从贫困

地区实际出发ꎬ 发挥自身人才、 信息、 项目、
资金等方面优势ꎬ 坚持 “输血” 与 “造血”、
扶贫与扶智、 治标与治本相结合ꎬ 综合运用产

业扶贫、 就业扶贫、 文教扶贫、 科技扶贫、 捐

赠扶贫等多种方式ꎬ 激发贫困地区群众脱贫干

劲ꎬ 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ꎮ
７ 大力抓好文明旅游ꎮ 要抓住春节期间人

们出游高峰契机ꎬ 坚持国内游与出境游一起

抓ꎬ 继续做好文明旅游工作ꎮ 要切实把好签约

组团、 办证通关、 行前教育、 行程监督等各环

节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工作ꎮ 要加强舆

论监督ꎬ 组织媒体坚持正面宣传和反面曝光相

结合ꎬ 把春节前后文明旅游情况报道好ꎬ 把典

型经验宣传好ꎬ 不断提高文明旅游工作水平ꎮ
８ 倡导节俭文明过节ꎮ 严格落实中央 “八

项规定” 精神ꎬ 持续深入反对 “四风”ꎬ 广泛

宣传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品德ꎬ 倡导绿色

低碳消费理念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ꎬ 培养和谐

文明、 友善关爱、 风清气正的人际关系ꎬ 抵制

赌博、 封建迷信、 铺张浪费、 大操大办、 炫富

攀比等不良社会习气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过安

定祥和、 节俭文明的节日ꎮ
三、 工作要求
１ 加强组织领导ꎮ 要把组织开展 “我们的

节日” 主题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ꎬ 列入议事

日程ꎬ 切实抓紧抓好ꎮ 要制定具体方案ꎬ 细化

活动项目ꎬ 协调教育、 科技、 民政、 司法、 财

政、 农业、 商务、 文化、 卫生计生委、 新闻出

版广电、 体育、 旅游、 团委、 妇联、 科协、 文

联等部门发挥职能优势ꎬ 推动形成工作合力ꎮ
２ 重在群众参与ꎮ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ꎬ 顺应群众对节日文化生活的新需求

新期待ꎬ 多设计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ꎬ 多搭建群

众便于参与的平台ꎬ 多开辟群众乐于接受的渠

道ꎬ 让群众在积极参与中抒发情感、 愉悦身心ꎮ
３ 广泛宣传报道ꎮ 要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加

大对春节期间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的宣传

力度ꎬ 结合开展 “新春走基层” 活动ꎬ 及时报

道各地开展主题活动的情况ꎬ 宣传广大文艺工

作者、 志愿者服务基层群众的先进事迹ꎬ 展现

广大人民群众喜迎新春的精神风貌ꎬ 营造欢乐

祥和、 喜庆文明、 团结和谐的节日氛围ꎮ
４ 及时总结经验ꎮ 各地在组织开展活动过

程中ꎬ 要认真总结基层涌现出的新做法、 新创

造ꎬ 不断提高活动水平ꎮ 请各地在 ２ 月底前将

春节期间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情

况报中央文明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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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各成员单位: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 已经中

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领导批准ꎬ 现印发

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 本部门实际贯彻

执行ꎮ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 “注重家庭、 注重

家教、 注重家风” 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紧密结合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深化家

庭文明建设ꎬ 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１ 充分认识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ꎮ 家

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ꎬ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ꎮ
家庭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和基础ꎬ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具有重要意义ꎮ 深化家庭文明建设ꎬ 有利于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里生根ꎬ 做到

日常经常平常ꎬ 做到落细落小落实ꎻ 有利于传

承弘扬优良家风ꎬ 以亿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

好的社会风气ꎻ 有利于引导广大家庭把爱家与

爱国统一起来ꎬ 把实现家庭幸福的希望融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筑牢思想道德根基ꎮ
２ 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

精神ꎬ 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毛泽东 思 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

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围绕树立和贯彻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以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为着力点ꎬ
以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亲人相亲相爱ꎬ 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ꎬ 促

进老年人老有所养ꎬ 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

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ꎬ 推

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ꎮ
３ 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ꎮ 坚持价

值引领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融入家庭

文明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ꎬ 做到内化于心、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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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于行、 日用不觉ꎮ 坚持重在建设ꎬ 加强正面

宣传教育引导ꎬ 持之以恒地建设家庭文明ꎬ 提

升家庭幸福感和凝聚力ꎮ 坚持广泛参与ꎬ 充分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ꎬ 扩大家庭文明建设覆盖面

和参与度ꎬ 使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

感ꎮ 坚持改进创新ꎬ 适应城乡家庭结构、 功

能、 观念、 生活方式的变化ꎬ 关注家庭需求ꎬ
着眼家庭发展ꎬ 不断满足人们对家庭文明的新

期待ꎮ 坚持德法并举ꎬ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ꎬ 培育新时代的家风文化ꎬ 同时运用法治

思维、 法治方式和刚性制度深化家庭文明建

设ꎬ 实现德法相济、 相得益彰ꎮ 坚持齐抓共

管ꎬ 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文明委组织协

调、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ꎬ 汇聚起家庭文明建设强

大合力ꎮ
二、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
４ 把家庭文明建设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之中ꎮ 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ꎬ
引导人们把个人理想、 家庭幸福与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ꎮ 融入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体现新发展理念ꎬ 引导广大家庭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

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ꎬ 大

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ꎬ 提升家庭的精神追

求ꎬ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家庭观、 国家观、 民族

观ꎮ 通过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实践ꎬ 让每个家庭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ꎬ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

的机会ꎬ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

步的机会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力量ꎮ
５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家庭文明

建设之中ꎮ 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ꎬ 结合现代

家庭特征ꎬ 加强内容设计ꎬ 创新话语表达ꎬ 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走进家庭、 走进人

们心灵ꎮ 综合运用教育引导、 舆论宣传、 文化

熏陶、 实践养成、 政策制定、 制度保障等方

式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风家教之

中ꎬ 使人们沐浴和煦家风、 受到良好家教ꎮ 坚

持大处着眼、 细处入手ꎬ 润物无声、 潜移默

化ꎬ 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ꎬ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家庭氛

围ꎮ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家家参与、
全民行动ꎬ 使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 为他人送

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
培育文明风尚ꎮ

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坚持创造性转

化、 创新性发展ꎬ 深入挖掘讲仁爱、 重民本、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等思想的当代价值ꎬ
挖掘中华典籍和民间经典故事饱含的为人处

世、 修身劝学、 理家育子、 和亲睦邻之道ꎬ 弘

扬其中的仁爱因素和有益健康的伦理价值ꎮ 汲

取中华优秀传统 “家” 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

精髓ꎬ 传承家和万事兴、 忠厚传家久、 百善孝

为先等观念ꎮ 大力传承弘扬党带领人民创造的

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ꎬ 使之薪火相传、 生生不

息ꎬ 成为鼓舞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ꎮ 注重

总结有益经验ꎬ 丰富活动时代内涵ꎬ 使优秀传

统 “家” 文化活起来、 传下去ꎮ
７ 着力建设家庭美德ꎮ 积极倡导 “尊老

爱幼、 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 勤俭持家、 邻

里团结” 的家庭美德ꎬ 鼓励人们做家庭好成

员ꎮ 推动科学理论、 良好思想道德、 文明新

风、 法律常识进家庭ꎬ 增进家庭成员的国家

意识、 法治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ꎮ 开展诚信

教育ꎬ 倡导以诚立身、 诚信做人ꎬ 以信笃行、
以诚兴业ꎬ 引导家庭成员讲诚实、 重信用、
守承诺ꎮ 开展孝敬教育ꎬ 传承中华孝道ꎬ 培

养孝顺父母、 敬老助老的良好品质ꎮ 开展勤

劳节俭教育ꎬ 倡导厉行节约、 勤俭持家ꎬ 摒

弃好逸恶劳、 奢侈浪费ꎮ 开展法治教育ꎬ 引

导家庭成员学法、 尊法、 守法、 用法ꎬ 自觉

履行法定义务、 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ꎮ 倡导

忠诚相爱、 理解沟通ꎬ 包容接纳、 责任共担ꎬ
彼此分享、 亲情陪伴ꎬ 终身学习、 绿色生态

等现代家庭理念ꎮ 鼓励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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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ꎮ
三、 以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
８ 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ꎮ 在城乡基

层开展 “五好家庭” 创建活动ꎬ 发挥品牌影响

力ꎮ 结合农村和农民家庭实际ꎬ 深化文明农户

创建活动ꎬ 激发农民荣誉感和上进心ꎮ 开展寻

找 “最美家庭” 等活动ꎬ 不断向各行业各领域

延伸拓展ꎮ 开展好公婆、 好媳妇、 好丈夫、 孝

心子女等家庭角色评选ꎮ 开展书香家庭、 和谐

家庭、 廉洁家庭、 平安家庭、 绿色家庭、 学习

家庭、 健身家庭、 公益家庭等各具特色的创建

活动ꎬ 引导广大家庭以德治家、 以学兴家、 文

明立家、 忠厚传家ꎮ
９ 搭建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社区平台ꎮ 在

城乡社区组织开展健康公益、 亲子娱乐、 邻里

文化、 体育健身、 摄影书画、 厨艺展示等丰富

多彩的家庭文体活动ꎬ 搭建沟通交流、 分享互

助的平台ꎬ 吸引社区居民走出 “小” 家、 融入

“大” 家ꎮ 把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 生活

态度、 生活方式融入社区活动ꎬ 让社区居民在

参与中受到教育ꎬ 增强获得感归属感ꎮ 鼓励广

大家庭通过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活动ꎬ 增进邻

里团结ꎬ 融洽邻里关系ꎮ 倡导邻帮邻、 户帮

户ꎬ 围绕扶贫济困、 扶老助残、 化解矛盾、 心

理咨询、 便民服务等ꎬ 在社区广泛开展家庭志

愿服务活动ꎮ 与文明社区、 文明小区、 文明楼

院、 文明村镇创建相结合ꎬ 形成向上向善、 互

帮互助的良好风尚ꎮ
１０ 扩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覆盖面和参

与度ꎮ 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 不同人群、
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和需求ꎬ 开展有针对性的

创建活动ꎮ 推动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从城乡社区

向学校、 机关、 企事业单位、 部队和新经济组

织、 新社会组织拓展延伸ꎮ 发挥家长学校优

势ꎬ 以家校合作和小手牵大手方式ꎬ 吸引千千

万万学生家庭广泛参与ꎮ 发挥新媒体优势ꎬ 通

过微信邻里群、 微信好人圈、 网上社区论坛等

群众便于参与、 乐于参与的途径ꎬ 提升文明家

庭创建的吸引力影响力ꎮ

四、 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
１１ 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ꎮ 以提升家

长素质为核心ꎬ 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为目标ꎬ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ꎬ 用正确思想、 方法和行动

教育孩子ꎮ 通过宣讲巡讲、 主题讲座、 网络专

题、 文化礼堂、 市民学校等途径和阵地ꎬ 发挥

家庭教育专业人士作用ꎬ 推动正确的家庭教育

理念和知识大众化ꎮ 开展家庭读书活动ꎬ 倡导

广大家庭多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ꎬ 使家庭成

员养成阅读习惯ꎮ 加强家庭文化建设ꎬ 走进文

化场馆ꎬ 扩大文化消费ꎬ 追求精神富有ꎮ 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育人观、 成才观ꎬ 既重言传更重

身教ꎬ 既教知识更育品德ꎬ 形成有利于孩子成

长的家庭氛围ꎬ 帮助孩子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ꎮ 注重运用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家庭成员ꎬ
以家庭为纽带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法律、 弘扬

法治的良好氛围ꎮ
１２ 加强家庭教育阵地建设ꎮ 推动中小学、

幼儿园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ꎬ 办好家长学校ꎮ
依托城乡 “妇女之家”、 社区亲子俱乐部和儿

童之家等平台ꎬ 建立家庭教育辅导站ꎬ 提供个

性化、 多元化的指导服务ꎮ 依托婚姻登记机关

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结婚登记颁证等服务ꎮ 推

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建设ꎬ 加强规范管理

和内容建设ꎬ 拓展传播渠道和服务能力ꎮ 推进

家庭教育实践基地建设ꎬ 充分发挥博物馆、 科

技馆、 图书馆、 文化馆、 体育场馆、 青少年

宫、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公共安全消防教育体

验基地、 少年警校等公共服务阵地作用ꎬ 推动

家庭教育阵地向社会延伸ꎮ 综合利用大众传媒

与信息技术ꎬ 建设家庭教育网络服务平台ꎮ
１３ 完善家庭教育工作体系ꎮ 坚持以家庭

为基础、 学校为载体、 社会为平台ꎬ 构建家

庭、 学校、 社会 “三位一体” 的教育网络ꎮ 鼓

励学校与家庭合作ꎬ 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ꎬ
开发相关教育资源ꎬ 举办家长培训讲座和咨询

服务ꎬ 通过优秀家长现身说法、 案例教学等方

式ꎬ 发挥优秀家庭示范带动作用ꎮ 引导和吸纳

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ꎮ 支持有条件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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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公益性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ꎮ 关心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 残

疾儿童和贫困儿童ꎬ 开展适合困境儿童特点和

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关爱帮扶ꎮ 突出强

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意识ꎮ
五、 建设新时代的家风文化
１４ 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ꎮ 广泛

开展传承好家训、 最美家庭讲家训等活动ꎬ 引

导人们撰写、 悬挂、 诵读和推广家训ꎬ 以好家

训提醒引导、 感染熏陶家庭成员ꎮ 发挥传统家

规的作用ꎬ 整理编写体现中华美德、 符合生活

实际的新时代家规ꎬ 以好家规规范家庭成员的

言行ꎮ 开展重读抗战家书活动ꎬ 学习革命英烈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家国情怀ꎬ 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ꎮ 运用民族优秀文化、 乡贤文化滋养

引领好家风ꎬ 通过图书、 纪录片、 动漫、 微视

频、 公益广告等形式展示好家风ꎮ 组织开展写

家史、 谈家教、 倡家健、 秀家宝等丰富多彩的

家风文化活动ꎬ 让好家风成为生活方式、 生活

常态ꎮ
１５ 运用重要节日节庆涵养家风文化ꎮ 把

具有浓郁亲情的节日作为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

节点ꎬ 挖掘各民族传统节日、 重大节庆日、 纪

念日蕴藏的丰富资源ꎬ 发挥思想教育和文化熏

陶功能ꎮ 深化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结合

春节、 元宵、 清明、 端午、 七夕、 中秋、 重阳

等传统节日ꎬ 引导人们在辞旧迎新、 慎终追

远、 阖家团圆、 尊老敬老中摒弃陋习、 移风易

俗ꎬ 培育优良家风ꎮ 抓住三八、 五一、 六一、
国际家庭日等时机ꎬ 举办内涵丰富的群众性活

动ꎬ 弘扬家庭美德ꎬ 共建家庭文明ꎮ 通过开展

节日签名寄语、 优秀童谣征集传唱和经典诵

读、 社会实践等活动ꎬ 推动传统节日普及教育

进校园、 进社区、 进家庭ꎬ 使孩子们成为好家

风的传承者、 践行者ꎮ
１６ 发挥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ꎮ 引

导党员和领导干部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ꎬ
带头坚定理想信念、 遵守公序良俗ꎬ 廉洁修

身、 廉洁齐家ꎮ 教育党员和领导干部严格遵守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ꎬ 吸取反面教训ꎬ 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

康生活情趣ꎮ 将家风建设作为加强干部作风建

设的重要内容ꎬ 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标

准ꎮ 划清权力与家庭的界限ꎬ 管好亲属子女ꎬ
严明纪律要求ꎬ 杜绝家庭生活对权力运行的消

极影响ꎬ 过好亲情关ꎬ 防止 “家族腐败”ꎮ 推

进革命前辈红色家风制度化ꎮ 在党政机关开展

廉洁家庭建设ꎬ 为社会公众作出榜样ꎬ 以党员

和领导干部的好家风促进形成好的党风政风ꎮ
１７ 发挥典型群体的示范作用ꎮ 在时代楷

模、 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 身边好人等评选表

彰和学习宣传中ꎬ 注重弘扬孝老爱亲等传统美

德ꎮ 引导公众人物家庭、 明星家庭增强社会责

任ꎬ 发挥好 “名人效应”ꎮ 推动各级家庭美德

宣讲员、 “最美家庭宣讲团” 深入基层ꎬ 讲好

家风故事ꎮ 扩大典型覆盖面ꎬ 既树立在特殊困

难情况下不离不弃、 舍己奉献、 尽心尽责的事

迹感人型家庭ꎬ 也树立平常生活中温馨和睦、
彼此扶助、 相濡以沫的综合素养型家庭ꎬ 让广

大家庭感到榜样可敬可佩、 可亲可学ꎮ
六、 营造家庭文明建设的浓厚社会

氛围
１８ 新闻媒体加大家庭文明建设宣传力度ꎮ

把家庭文明建设贯穿到日常宣传之中ꎮ 各级党

报党刊、 通讯社、 电台电视台、 新闻网站拿出

版面时段ꎬ 开设专题、 专栏、 专版ꎬ 运用新闻

报道、 言论评论、 互动访谈等形式ꎬ 报道典型

事迹和工作经验ꎮ 各类专业性家庭报刊ꎬ 要树

立正确办刊导向ꎬ 提高办刊质量ꎬ 在潜移默化

中服务读者、 教育群众ꎮ 都市类、 行业类媒

体ꎬ 要增强社会责任ꎬ 发挥自身优势ꎬ 适应分

众化、 差异化特点ꎬ 引导人们树立家庭文明理

念ꎮ 各级各类媒体要以传达正确的立场、 观

点、 态度为己任ꎬ 讲述平凡家庭好故事ꎬ 记录

家里家外感动ꎬ 激发广大家庭提高道德意识ꎬ
自觉增强践行能力ꎮ

１９ 注重运用新媒体开展家庭文明建设ꎮ
发挥新媒体移动化、 时尚化、 互动性、 即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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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势ꎬ 加强网络家庭伦理、 家庭文明建设ꎬ
让家庭文明从人们的指尖传递到心间ꎮ 通过微

博、 微信、 微视频、 微电影、 手机客户端等富

有时代气息的方式ꎬ 增强针对性和感召力ꎬ 吸

引各类社会群体特别是广大青年踊跃参与ꎮ 围

绕家庭关注ꎬ 主动设置网络议题ꎬ 通过互动分

享家庭故事、 展示家庭风采、 共商社区话题

等ꎬ 构筑新型情感纽带ꎮ 引导重点新闻网站和

主要商业网站ꎬ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ꎬ 营造网上

良好家庭舆论环境ꎮ 把家庭文明建设与网上公

益活动结合起来ꎮ
２０ 鼓励创作有益于家庭文明建设的文艺

作品ꎮ 抓好家庭题材文艺作品的统筹规划和创

作生产ꎬ 加大协调组织和扶持力度ꎬ 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ꎮ 围绕家庭伦理、 家庭教育ꎬ 组织

创作推出一系列思想性、 艺术性相统一ꎬ 有筋

骨、 有道德、 有温度的精品力作ꎮ 加大优秀家

庭文艺作品的推广力度ꎬ 在资金、 频道、 版面

等方面提供更好条件ꎮ 运用网络文学、 网络音

乐、 网络剧、 网络演出、 网络动漫等新兴文艺

类型ꎬ 传播家庭美德ꎮ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ꎬ 吸引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参与家庭类文

艺作品创作生产ꎬ 推动家庭文化产品的大众化

普及化专业化ꎮ 发挥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

程” 等的示范导向作用ꎬ 加大家庭类文艺作品

评奖成果的宣传展示ꎮ
２１ 发挥公益广告传播家庭文明的独特

优势ꎮ 以 “弘扬家庭美德” 为主题ꎬ 突出思

想内涵ꎬ 精心组织 “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制作刊播ꎬ 推出

一批接地气、 有新意、 润心灵的优秀作品ꎮ
针对不同地域、 不同文化、 不同受众ꎬ 加强

创意设计ꎬ 丰富表现形式ꎬ 注入时尚气息和

现代元素ꎬ 增强家庭公益广告的传播力感染

力ꎮ 加大刊播力度ꎬ 在各级各类媒体、 城市

大屏、 楼宇电视、 汽车站、 火车站、 地铁公

交广告、 机场航站楼宣传屏、 公园社区和农

村宣传栏等广泛传播ꎬ 推动家庭公益广告走

进城乡基层ꎮ

七、 强化法规政策对家庭文明建设的

保障作用
２２ 推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ꎮ 坚持立改废

释并举ꎬ 加快家庭文明建设立法ꎮ 完善维护妇

女权益法律体系ꎬ 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 文化

教育、 人身财产、 社会保障、 婚姻家庭等方面

的权利ꎮ 完善保护儿童的法律体系ꎬ 推进儿童

福利、 学前教育、 家庭教育等立法进程ꎮ 关注

老龄化社会法律问题ꎬ 推动完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律体系ꎮ 完善维护残疾人权益法律体系ꎬ
保障残疾人医疗康复、 教育就业、 社会生活、
无障碍环境等方面的权利ꎮ 完善和改进探亲

假、 丧假制度ꎮ 推动各地根据实际ꎬ 制定促进

本地区家庭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ꎮ
２３ 强化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ꎮ 把促进家

庭和睦和谐、 文明健康的要求体现到各项经济

发展和社会管理政策中ꎬ 体现到各类制度规范

和行为准则中ꎬ 鼓励符合家庭文明建设的行

为ꎬ 约束违背家庭文明建设的做法ꎮ 在出台政

策制度、 加强社会治理过程中开展道德评估工

作ꎬ 充分论证对维护家庭稳定、 建设家庭文明

的影响ꎮ 对照家庭文明建设要求ꎬ 修订完善市

民公约、 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ꎬ 更好地发挥其

行为导引、 规则约束、 权益维护作用ꎮ
２４ 依法维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ꎮ 严格执

行婚姻法、 继承法、 反家庭暴力法和妇女、 未

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等ꎬ 定期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ꎮ 畅通公检法司等各方参与

的维权通道ꎬ 健全预防宣传、 预警发现和危机

干预机制ꎮ 积极开展普法宣传ꎬ 引导广大妇

女、 未成年人、 老年人敢于善于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己合法权益ꎮ 鼓励和支持法律服务机构、
社会组织、 事业单位等为家庭提供公益性法律

服务和援助ꎮ 健全城乡基层家庭矛盾纠纷排查

调解机制ꎬ 提供心理调节和危机干预服务ꎬ 减

少家庭冲突产生ꎬ 避免矛盾激化和家庭暴力恶

性案件发生ꎮ
八、 加强对家庭文明建设的组织领导
２５ 摆上重要位置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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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识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性ꎬ 切实负起

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ꎮ 各级文明委要把家庭文

明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ꎬ 与文明城

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一起部署推进ꎬ 加强

统筹协调、 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ꎮ 教育部门要

精选家风家教方面的优秀文章进入中小学教

材ꎮ 注重发挥妇联组织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

中的独特作用ꎬ 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

美德、 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ꎮ 发挥专

家、 教师、 “五老” 人员、 专业社会工作者、
志愿者作用ꎮ

２６ 注重考核评估ꎮ 制定全国文明家庭评

选标准和评选办法ꎬ 推动工作科学化、 规范

化、 常态化ꎮ 把家庭文明建设要求纳入各类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测评体系ꎬ 作为重要考核项

目ꎬ 赋予相应分值权重ꎮ 对全国文明家庭实行

动态管理ꎬ 确保先进性ꎮ
２７ 组织评选表彰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文明委

评选表彰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ꎬ 对入选家庭授

予 “全国文明家庭” 荣誉称号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

始ꎬ 每三年一届ꎬ 与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

镇、 文明单位一同评选表彰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

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家庭文明创建活动ꎬ 扩大

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ꎮ 全国妇联等部门发挥职

能优势ꎬ 继续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 五好家

庭评选表彰活动ꎬ 作为全国文明家庭的蓄水

池、 后备队ꎮ 对于获得 “全国文明家庭” 荣誉

称号的家庭ꎬ 给予适当奖励ꎮ 对于生活困难的

全国文明家庭ꎬ 建立关爱帮扶机制ꎬ 让文明家

庭受尊重、 有光彩ꎬ 形成鲜明价值导向ꎮ 加强

对全国文明家庭的宣传报道ꎬ 在全社会营造崇

尚、 学习、 争当文明家庭的良好环境ꎮ
２８ 加强理论研究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组织

开展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ꎬ 科学把握家庭文明

建设内在规律ꎬ 增强工作前瞻性和针对性ꎮ 将

家庭文明建设选题纳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ꎬ 推出一批有价值、 有分量的理论成果ꎬ
为工作创新提供支撑ꎮ 加强家庭文明建设理论

成果转化运用ꎮ 加大对外交流力度ꎬ 借鉴国外

家庭建设有益经验ꎬ 不断提高家庭文明建设工

作水平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
评选办法» 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各成员单位:
«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 已

经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领导批准ꎬ 现

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 本部门实际贯彻

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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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

创建文明家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载体ꎬ 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的重要内容ꎬ 是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支

撑ꎮ 为规范全国文明家庭创建工作ꎬ 促进文明

家庭创建活动健康发展ꎬ 制定本办法ꎮ
一、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 全 会 精 神ꎬ 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ꎬ 围绕树立和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以 “注重家庭、 注重家

教、 注重家风” 为着力点ꎬ 以文明家庭创建活

动为载体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亲人相亲相

爱ꎬ 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ꎬ 促进老年人老有所

养ꎬ 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

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ꎬ 推动国民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ꎮ
二、 评选标准
１ 爱国守法ꎮ 家庭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ꎬ 爱国爱社会主义ꎬ 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

严ꎮ 自觉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ꎬ 学法、 尊

法、 守法、 用法ꎬ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行业规

范、 市民守则、 村规民约ꎬ 自觉履行法定义

务、 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ꎮ
２ 遵德守礼ꎮ 家庭成员注重社会公德、 职

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养成ꎮ 乐观豁

达、 待人宽容ꎬ 关心他人、 助人为乐ꎮ 维护公

共卫生ꎬ 爱护公共环境ꎬ 遵守公共秩序和规

则ꎬ 在工作生活、 社会交往、 公共场所、 网络

空间、 旅游出行等各个方面崇德尚礼、 知行统

一ꎮ 奉行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 生活态

度、 生活方式ꎬ 养成良好行为习惯ꎮ
３ 平等和谐ꎮ 家庭成员之间民主平等、 相

互尊重ꎬ 理解信任、 沟通顺畅ꎬ 感情深厚、 亲

情陪伴ꎮ 父母与子女之间长幼有序、 孝老爱

亲、 传承孝道ꎮ 夫妻之间忠诚恩爱、 包容接

纳、 责任共担ꎮ 亲属之间、 邻里之间友善和

睦、 共同分享、 守望相助ꎮ 家庭成员日常生活

温馨乐观、 彼此扶助、 相濡以沫ꎬ 特殊困难不

离不弃、 舍己为家、 尽心尽责ꎮ 家庭成员民族

团结意识强ꎬ 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

惯ꎬ 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ꎮ
４ 敬业诚信ꎮ 家庭成员爱岗敬业、 忠于

职守ꎬ 勤勉为民、 甘于奉献ꎮ 诚实劳动、 勤

劳致富ꎬ 合法经营、 公平交易ꎮ 重信用、 守

承诺ꎬ 真诚做人、 守信做事ꎮ 树立尚德守法、
以义取利的义利观ꎮ 传承以信笃行、 以诚兴

业的优良品德ꎮ 遵守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准则ꎬ 立足岗位践行

诚信规范ꎮ
５ 家教良好ꎮ 父母尊师重教、 言传身教ꎬ

用正确行动、 正确思想、 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子

女ꎮ 注重子女思想品德、 行为习惯和良好个性

的培养ꎬ 引导子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

观、 价值观ꎮ 家庭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理念ꎬ 养

成良好阅读习惯ꎬ 学习氛围浓厚ꎮ
６ 家风淳朴ꎮ 弘扬家和万事兴、 忠厚传家

久、 百善孝为先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ꎬ 注重为

人处世、 修身劝学、 理家育子、 和亲睦邻之

道ꎮ 廉洁修身、 廉洁齐家ꎮ 传承好家训ꎬ 提醒

引导、 感染熏陶家庭成员ꎮ 有体现传统美德、
符合生活实际的新时代家规ꎬ 以好家规规范家

庭成员的言行ꎮ 家庭成员积极参与读家书、 谈

家教、 倡家健、 秀家宝等各类家庭文化体育活

动ꎬ 自觉树立良好家风ꎮ
７ 绿色节俭ꎮ 家庭环境干净整洁ꎮ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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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强ꎬ 自觉进行垃圾

分类ꎬ 注重资源再利用ꎮ 勤劳节俭、 厉行节

约ꎬ 注重节约水、 电、 纸张等各类资源能源ꎬ
杜绝浪费ꎮ 积极宣传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ꎬ
坚持绿色出行ꎬ 采用绿色家装ꎬ 使用绿色产

品ꎮ 做到文明餐饮ꎬ 传播健康理念ꎮ 生活量

入为出、 适度消费ꎬ 婚丧嫁娶操办从俭、 不

铺张奢华ꎮ
８ 热心公益ꎮ 家庭成员积极参加社会公共

事务ꎮ 积极参加慈善捐助、 义务劳动、 无偿献

血、 捐献造血干细胞、 社区服务等公益活动ꎮ
积极参加邻里守望、 扶贫济困、 生态环保、 养

老助残、 法律援助、 文化体育等各类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ꎮ 热情关心特殊困难人员ꎬ 参加结

对帮扶等活动ꎬ 为他们排忧解难ꎮ
三、 申报和评选
(一) 中央文明委 ２０１６ 年评选表彰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 每三年一届ꎬ
与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一同评

选表彰ꎮ 每届期满后ꎬ 获得荣誉称号的全国文

明家庭须经复查确认保留荣誉ꎮ
(二) 凡是符合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的

家庭均有资格申报全国文明家庭ꎮ 有以下情形

之一的ꎬ 不得申报和推荐为全国文明家庭:
１ 家庭成员违法违纪ꎻ
２ 家庭成员非法参与重大群体性上访

事件ꎻ
３ 家庭成员参与 “黄、 赌、 毒”ꎻ
４ 家庭成员参与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及邪

教活动ꎻ
５ 家庭成员在文明、 诚信等方面有不良

记录ꎻ
６ 发生家庭暴力事件ꎻ
７ 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ꎻ
８ 对未成年子女监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力ꎻ
９ 家庭成员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ꎻ
１０ 家庭成员有违反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的其他行为ꎮ
(三) 中央有关部门从获得以下荣誉的家

庭优中选优ꎬ 以适当方式进行为期七天的公示

后ꎬ 向中央文明委办公室直接推荐ꎮ
１ 全国妇联等部门表彰的全国五好家庭ꎻ
２ 中央党群机关、 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表彰

的全国性荣誉个人的优秀家庭ꎻ
３ 军烈属、 公安英烈家属、 荣誉军人、 好

军嫂、 好警嫂等优秀家庭ꎮ
(四) 地方推荐的候选全国文明家庭ꎬ 一

般应获得省级荣誉ꎬ 按照逐级推荐、 社会公

示、 审核评选的程序进行ꎮ
１ 逐级推荐ꎮ 各级文明办会同妇联等部

门ꎬ 依据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ꎬ 重点从获得

省级五好家庭及其他省级荣誉家庭中进行遴

选ꎬ 逐级向上推荐ꎮ 省 (区、 市) 文明委统一

审核后ꎬ 提出本省 (区、 市) 拟推荐文明家庭

名单ꎮ
２ 社会公示ꎮ 各省 (区、 市) 文明委将拟

推荐名单在省 (区、 市) 主要媒体和网站进行

为期七天的公示ꎬ 接受群众的评议和监督ꎮ 公

示期满后ꎬ 正式向中央文明委办公室提交推荐

报告ꎮ
３ 审核评选ꎮ 中央文明委办公室会同全国

妇联等中央文明委成员单位ꎬ 对各地、 各有关

部门的推荐报告进行审核ꎬ 以适当方式征询有

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意见ꎮ 审核后ꎬ 提出全国

文明家庭建议名单ꎬ 报中央文明委审定ꎮ
四、 表彰和奖励
１ 中央文明委对全国文明家庭进行表彰ꎬ

颁发奖牌和证书ꎮ
２ 各地各有关部门可从实际出发制定奖励

办法ꎬ 对获得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的家庭进

行奖励ꎮ
五、 指导和监督
１ 对创建全国文明家庭日常工作的指导、

监督ꎬ 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ꎬ 由所在省

(区、 市) 和中央、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文明委

负责ꎮ 各地、 各部门文明委要加强对创建工作

的督促、 检查ꎬ 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ꎬ 推动

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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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推荐和评选工作要坚持客观公正、 实事

求是的原则ꎮ 对于隐瞒事实、 弄虚作假的ꎬ 经

查实ꎬ 即取消申报资格ꎬ 撤销荣誉称号ꎮ
３ 对全国文明家庭的荣誉称号ꎬ 在届期内

实行动态管理ꎮ
４ 对于出现一票否决等重大问题的全国文

明家庭ꎬ 撤销荣誉称号ꎮ 被撤销全国文明家庭

称号的ꎬ 不得参加今后的评选ꎮ
六、 附则
１ 本办法由中央文明委负责组织实施ꎬ 各

省 (区、 市) 文明委和中央、 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文明委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ꎮ
２ 本办法由中央文明委办公室负责解释ꎮ
３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的决定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 各地各部门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重要指

示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根本ꎬ 以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ꎬ 着力推动

家庭、 家教、 家风建设ꎬ 涌现出一大批崇德向

善、 事迹感人、 影响广泛的文明家庭ꎬ 对于在

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良好风尚发

挥了鲜明的导向示范作用ꎮ
为充分展示家庭文明建设丰硕成果ꎬ 展现

亿万家庭良好精神风貌ꎬ 进一步激发文明家庭

创建活力ꎬ 厚植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基

础ꎬ 经党中央批准ꎬ 中央文明委今年评选表彰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ꎮ 经过各地各有关部门宣

传发动、 筛选把关、 社会公示、 综合评定等环

节ꎬ 严谨有序地完成了评选组织工作ꎮ 中央文

明委决定ꎬ 授予陈桂华家庭等 ３００ 户家庭第一

届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ꎮ 希望受到表彰的家

庭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ꎬ 继续发扬光大中华民

族传统家庭美德ꎬ 自觉弘扬时代新风ꎬ 建设新

时代的家风文化ꎬ 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发挥榜样

引领作用ꎬ 为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以这次评选表彰为契机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深入推进文明家庭创建工作ꎬ
开展文明家庭宣传学习活动ꎬ 营造弘扬新时代

家庭美德的浓厚社会氛围ꎬ 引导千千万万个家

庭以全国文明家庭为榜样ꎬ 争当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传承

者ꎬ 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

要基点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万众一心为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努力奋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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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名单
(共 ３００ 户)

北京市

陈桂华家庭　 房山区城关街道永乐园小区

康艳云家庭　 延庆区香水园街道恒安社区

刘汉臣家庭　 东城区前门街道前东社区

芦咏莉家庭　 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北京师

范大学社区

赵合臣家庭　 密云区十里堡镇庄禾屯村

李　 强家庭　 海淀区万寿路街道翠微西里

社区

王　 静家庭　 门头沟区大峪街道月季园小区

张志高家庭　 大兴区西红门镇同兴院社区

天津市

何立娜家庭　 武清区机场道 １ 号杨村机场

家属区

栗岩奇家庭　 河北区铁东路街北宁湾社区

刘　 伟家庭　 和平区新兴街卫华里社区

姚广盛家庭　 东丽区张贵庄街兴业里社区

麻万军家庭　 南开区广开街凯兴天宝公寓

王如意家庭　 北辰区果园新村街霞光里社区

王智萍家庭　 河东区东新街凤岐里社区

河北省

李保国家庭 　 保定市莲池区农大西巷 １１８
号烛光小区

林秀贞家庭　 枣强县王常乡南臣赞村

周汝珍家庭　 青县金牛镇丰台堡村

郭迎春家庭　 石家庄市裕华区体育南大街

气象嘉园

张洪瑞家庭　 黄骅市城关镇楼西村

臧　 岚家庭　 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街道荣华

楼社区

王腊旭家庭　 邢台市桥西区八一小区

成千珍家庭　 邯郸市复兴区南城乡中史村

刘长英家庭　 唐山市古冶区范各庄镇前岳

各庄村

马　 红家庭　 衡水市桃城区何庄乡东滏阳村

王焕荣家庭　 保定市莲池区杨庄乡西高庄村

杨　 普家庭　 石家庄市栾城区天山新伯

爵小区

张丽钧家庭　 唐山市路北区开滦体育馆楼

山西省

孙秀兰家庭　 大同市城区南街街道绿洲西城

乔丽娜家庭　 平遥县古陶镇南城村

毕腊英家庭　 高平市寺庄镇伯方村

郭世玉家庭　 洪洞县城内东狱巷

陈玉芳家庭　 临猗县临晋镇代村

景靠喜家庭　 运城市盐湖区杨家卓村

刘平贵家庭　 晋城市北石店镇南石店村

杨　 竚家庭　 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滨

河社区

内蒙古自治区

孙庆国家庭　 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紫辰小区

张瑞芬家庭　 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邓家

营子村

道图门巴雅尔家庭　 阿巴嘎旗洪格尔高

勒镇岗根锡力嘎查

王布和家庭　 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镇哲里

木嘎查

诺恩达古拉家庭　 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镇

北萨拉嘎查

郭良玉家庭　 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灵泉

镇兴盛社区

图布巴图家庭　 额济纳旗东风镇古日乃嘎查

辽宁省

孙家宇家庭　 沈阳市沈河区新居街 ５０ 号

方东锋家庭　 抚顺市新抚区永安台街道永

宁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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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政清家庭　 大石桥市官屯镇石硼峪村

唐革军家庭　 辽阳市白塔区南门街道青年

街社区

卜凤彬家庭　 盘锦市兴隆台区兴隆街道金

河社区

娄跃文家庭　 丹东市振兴区临江街道福民

社区

王春岩家庭　 鞍山市铁东区园林街道科大

社区

温福珍家庭　 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西蓝旗村

吉林省

夏志国家庭　 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

社区

籍雅琴家庭　 四平市铁东区北市场街马车

房子社区

刘世勋家庭　 磐石市东宁街道东风社区

金英淑家庭　 梅河口市光明街道前途社区

李振方家庭　 白山市浑江区新建街道园林

社区

樊桂英家庭　 通榆县开通镇育才社区

刘锦辉家庭　 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丰泰

社区

张宝艳家庭　 通化市东昌区东昌街道清真

社区

黑龙江省

贾秀芳家庭　 哈尔滨市道里区城乡路 ８８ 号

尤桂兰家庭　 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

王玉杰家庭　 伊春市西林区三公里社区

贾晨翔家庭　 漠河县北极镇洛古河村

冯　 月家庭　 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二巴陵街

３ 号

陈圆圆家庭　 哈尔滨市双城区翠海名苑

彭云松家庭　 哈尔滨市道里区东六道街 ２号

孙通义家庭　 伊春市新青区中植商城

上海市

武霞敏家庭　 徐汇区斜土街道日晖六村

易解放家庭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精武

大厦

张灿红家庭　 闵行区梅陇镇罗阳新村

张金龙家庭　 嘉定区徐行镇钱桥村

赵克兰家庭　 宝山区顾村镇共富新村

龚建强家庭　 金山区石化街道山鑫阳光城

顾天来家庭　 浦东新区张江镇环东村

王金丽家庭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蓝天小区

江苏省

钱敏丹家庭　 常熟市董浜镇徐市社区旗杆村

余美芳家庭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大学新

村二社区

张叶宏家庭　 丹阳市云阳街道太阳城社区

陈巧云家庭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龙川社区

姚炜平家庭　 靖江市靖城街道江山路社区

孙成斌家庭　 淮安市洪泽区高良涧街道洪

渠社区

唐明清家庭　 宿迁市宿城区古城街道楚苑

社区

周长芝家庭　 徐州市云龙区彭城街道燎原

社区

谢芳丽家庭　 东海县牛山街道西双湖社区

曹婉芬家庭　 宜兴市丁蜀镇丁山社区

崔卫香家庭　 东台市梁垛镇安洋村

韩守训家庭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月安

社区

沈亚秋家庭　 南通市如东高新区城中街道

通海社区

张景宏家庭　 沛县汉源街道刘园社区

浙江省

鲁立清家庭　 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梅花

碑社区

董小白家庭　 长兴县雉城街道三狮社区

刘建明家庭　 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棠棣村

武夏琴家庭　 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

社区

王雪娟家庭　 仙居县下各镇路北村

李菊妹家庭　 松阳县古市镇二村

陈淑芳家庭　 象山县丹东街道塔山社区

胡金凤家庭　 衢州市衢江区樟潭街道新屋

里社区

许伟平家庭　 海宁市海洲街道成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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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光家庭　 义乌市江东街道青口社区

安徽省

李济仁家庭　 芜湖市镜湖区团结西路 １０９号

官　 东家庭　 宁国市河沥街道长虹村

马彩娣家庭　 怀远县常坟镇文化站

周克武家庭　 当涂县姑孰镇清源社区

肖秀梅家庭　 安庆市大观区新义街

汪宏坦家庭　 歙县徽城镇斗山社区

彭秋华家庭　 石台县仁里镇杜村

李孝香家庭　 合肥市新站区磨店社区

黄万香家庭　 芜湖市鸠江区清水街道军滩

社区

黄锡文家庭　 铜陵市铜官区西湖镇朝山村

赵先爱家庭　 淮北市人民路翡翠岛小区

福建省

兰华雄家庭　 龙岩市新罗区中城街道北关

社区

游文晃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祥店

社区

曾云英家庭　 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岐厝村

连美华家庭　 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郭厝村

邱菊珍家庭　 三明市梅列区列东街道东安

社区

谷豫东家庭　 漳州市芗城区新桥街道悦港

社区

施增英家庭　 福州市台江区洋中街道玉树

社区

朱邦月家庭　 邵武市晒口街道晒口社区

江西省

廖祖彬家庭　 会昌县小密乡小密村

邹德凤家庭　 南昌市西湖区南站街二七南

路社区

王锡良家庭　 景德镇市珠山区周路口街道

广场社区

虞元顺家庭　 玉山县六都乡华山村

黄阳云家庭　 广昌县千善乡上堡村

龚全珍家庭　 莲花县琴亭镇金城社区

毛秉华家庭　 井冈山市茨坪镇黄竹坳社区

肖莉芬家庭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９２３ 号

山东省

房泽秋家庭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街道贡

院墙根社区

逄秋香家庭　 青岛市黄岛区临港经济开发

区山前村

魏希英家庭　 利津县陈庄镇陈北村

单美华家庭　 潍坊市高密经济开发区冯家

庄村

王长义家庭　 宁阳县鹤山镇山后村

刘长城家庭　 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怡园街道怡海园社区

杨树朋家庭　 莱芜市钢城区棋山国家森林

公园八大庄村

孙洪香家庭　 禹城市辛店镇南街村

王建英家庭　 滨州市北海新区马山子镇北

酄村

昌德松家庭　 莱西市水集街道永兴街社区

王克华家庭　 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下罗伽村

温洪福家庭　 招远市河东路金泉世家小区

张淑贞家庭　 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

朱彦夫家庭　 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

河南省

马　 昕家庭　 郑州市二七区建中街交通路

社区

刘付贵家庭 　 安阳市文峰区文明大道 ５１
号院

范占先家庭　 孟州市谷旦镇张村

赵玉峰家庭　 洛宁县城关镇城东社区西街村

郭欣欣家庭　 孟州市西虢镇韩庄村

李相岑家庭　 南阳市卧龙区青华镇新李营村

薛景祥家庭　 济源市坡头镇留庄村

刘　 英家庭　 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光明社区

曲士惠家庭　 巩义市鲁庄镇西侯村

方秀云家庭　 郑州市二七区福华街道永安

东街社区

庞留安家庭　 浚县善堂镇石佛铺村

王金宽家庭　 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台街道英

协社区

王英杰家庭　 开封市西关北街 １４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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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伏妮家庭　 舞阳县吴城镇黄庄村

湖北省

余洪芝家庭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

刘时粘家庭　 阳新县兴国镇张家垴社区

王华革家庭　 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街道铁路

社区

蒋志刚家庭　 孝昌县北京路关王社区

叶星梅家庭　 广水市李店镇黄金村

谢端平家庭　 天门市竟陵街道鸿渐社区

刘　 萍家庭　 荆州市沙市区崇文街道滨湖

社区

李声英家庭　 武汉市江岸区悦秀苑社区

卞雪松家庭　 荆门市东宝区龙泉街道团结

社区

罗必炎家庭　 远安县旧县镇鹿苑村

王金初家庭　 英山县温泉镇百丈河村

湖南省

杨文钦家庭　 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桥南

社区

何利群家庭　 汝城县土桥镇周家村

吴才有家庭　 东安县大盛镇中心小学

鲁德权家庭　 古丈县古阳镇罗依溪茶叶村

罗　 华家庭　 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省人

大社区

聂东元家庭　 衡阳市珠晖区冶金街道新风

里社区

杨群康家庭　 石门县夹山镇杨坪社区

段意花家庭　 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南

站社区

刘天健家庭　 醴陵市板杉镇竹花山村

曾令超家庭　 新宁县金石镇观瀑社区

广东省

李玉枝家庭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海军

大院

陈兆年家庭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金龙社区

陈如豪家庭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

社区

韩世国家庭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红

树福苑小区

吴主刚家庭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丽

豪社区

刘利霞家庭　 梅州市梅江区西郊街道三角

塘社区

徐　 娜家庭　 开平市蚬冈镇开平市玲珑医院

林雪平家庭　 遂溪县乌塘镇芳流墩村

张舜芳家庭　 揭阳市榕城区新兴街道新兴

南社区

陈映芳家庭　 汕头市金平区永祥街道永兴

社区

古细娇家庭　 中山市三角镇光明村

黄凤贤家庭　 东莞市塘厦镇石鼓社区

赵喜昌家庭　 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道东河

社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建珍家庭　 柳州市柳南区西环路宏都社区

刘萌刚家庭　 桂林市七星区东江街道羊角

山社区

胡景仪家庭　 桂林市七星区七星街道施家

园社区

赵仁峰家庭　 南宁市青秀区中山街道桃源

路社区

熊发明家庭　 桂林市七星区东江街道桂林

电子科技大学社区

蓝绍会家庭　 忻城县北更乡塘太村

庞富英家庭　 玉林市江玄路 ３５２－１ 号

王　 芳家庭　 南宁市经开区那洪大道南宁

奥园小区

海南省

李　 朵家庭　 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昌茂

社区

邢福浩家庭　 文昌市东阁镇美柳村

高惠兰家庭　 乐东县大安镇敬老院

许素芬家庭　 儋州市那大镇东风社区

朱兰香家庭　 保亭县毛感乡南好村

重庆市

鄢光菊家庭　 渝北区龙兴镇普福社区

郑　 璇家庭　 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小正街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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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恒忠家庭　 潼南区花岩镇龙怀村

冉井平家庭　 酉阳县龚滩镇大理村

郭世忠家庭　 云阳县青龙街道柏杨湾社区

封孝利家庭　 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

孙　 蓉家庭　 涪陵区荔枝街道建涪社区

杨兴明家庭　 武隆县羊角镇石床村

四川省

廖胜利家庭　 泸州市江阳区江南路三段

９５ 号

降巴克珠家庭　 康定市呷巴乡铁索村

田先润家庭　 广元市利州区嘉陵街道大华

社区

魏世铎家庭　 乐山市沙湾区嘉农镇燎原村

李俊英家庭　 眉山市东坡区红星路环湖中

路社区

崔荫森家庭　 江油市含增镇长城新村

卢廷俊家庭　 成都市高新区芳草街道芳华

社区

熊永伦家庭　 兴文县大坝苗族乡小寨村

杨进强家庭　 自贡市贡井区牛尾乡牛尾河

社区

符纯珍家庭　 宣汉县下八镇建设村

李婷华家庭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圣

灯社区

刘陈军家庭　 茂县回龙乡回归饭店

刘春香家庭　 中江县南华镇龙华社区

张彦杰家庭　 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新凤社区

贵州省

周洪德家庭　 水城县陡箐镇陡箐村

肖　 飞家庭　 石阡县河坝镇普兴村

俞令坤家庭　 兴义市黄草街道红旗社区

何艳梅家庭　 威宁县新发乡峨嘎村

曾方明家庭　 贵安新区马场镇滥坝村

刘深灵家庭　 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蓬莱村

肖兴英家庭　 安顺市西秀区残幼儿家庭寄

养中心

张雁泉家庭　 荔波县樟江北路 ４２ 号

云南省

阿本枝家庭　 南涧县无量山镇华山村

杨会春家庭　 腾冲市芒棒镇张家村社区

耿家盛家庭　 昆明市盘龙区茨坝镇昆明重

工社区

施庭荣家庭　 威信县扎西镇人民路 ２６ 号

李开斌家庭　 楚雄市果园路 １ 号

代琼兰家庭　 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下冲

社区

李乡旺家庭　 昆明市白龙寺西南林业大学

生活区

马右芬家庭　 泸西县白水镇巨木村

西藏自治区

巴桑德吉家庭　 聂拉木县樟木镇帮村

罗布卓玛家庭　 拉萨市城关区林郭东路

２６ 号

琼　 贡家庭　 拉萨市城关区东孜苏路一巷

９ 号

扎西曲珍家庭　 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野

堆村

宗　 吉家庭　 琼结县加麻乡扎西村

陕西省

曹　 凯家庭　 安塞县真武洞镇延源社区

贺俊花家庭　 神木县神木镇继业路街道神

华路社区

卢效平家庭　 彬县水口镇下长禄村

全月秋家庭　 户县甘亭镇画展社区

王玉秀家庭　 安康市汉滨区新城街道南门

社区

曹建成家庭　 延川县杨家圪台镇下佛崾村

范秀莲家庭　 三原县鲁桥镇东里村

呼秀珍家庭　 咸阳市渭城区联盟一路铁中

生活区

甘肃省

白金智家庭　 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道口村

李小梅家庭　 嘉峪关市长城区永乐社区

李余霞家庭　 永昌县红山窑乡毛卜喇村

刘小红家庭　 华亭县砚峡乡砚峡社区

孙玉芬家庭　 民勤县三雷镇北街社区

尹建敏家庭　 兰州市红古区华龙街道华龙

社区

８３２



法规文件

刘兰芳家庭　 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肖金村

青海省

马志祥家庭　 西宁市城东区清真巷社区

索　 南家庭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

尕庆村

赵起峰家庭　 西宁市城东区康乐社区

张桂兰家庭　 门源县西滩乡宝积湾村

祝方太家庭　 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社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李金贵家庭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

长城花园社区

梁　 云家庭　 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庙湾村

倪　 岩家庭　 海原县七营镇五营村

鲁忠义家庭　 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北苑社区

谭淑章家庭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

绿城雅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尼帕阿力马洪家庭　 青河县青河镇环

城东路 １０ 号

肉孜麦麦提巴克家庭　 克拉玛依市昆仑

路街道南泉社区

王　 芳家庭　 乌鲁木齐市建设西路 １４ 号

多尔吉哈扎汗家庭　 尼勒克县胡吉尔台

乡哈特乌孜尔村

吴秀芳家庭　 察布查尔县查鲁盖西街社区

沙尼汗艾塔木家庭　 阜康市阜新街文化

路社区

苏巘家庭　 和田市和田地区公安局家属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魏德友家庭　 第九师 １６１ 团 ４ 连

卡小花家庭　 第一师 ４ 团 ５ 连

张丽华家庭　 第十师 １８３ 团 ８ 连

中央直属机关

陈为江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北里社区

邓千红家庭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风雅园

一区

韩建民家庭　 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

２０ 号

季　 音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金

台社区

牛建国家庭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全总

社区

中央国家机关

赵　 雷家庭　 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南路二里

王秀芳家庭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西

苑医院社区

关　 英家庭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街道蓝

旗营教师住宅小区

曹宝贞家庭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北甲

地路 ２ 号院

薛　 辉家庭　 北京市东城区西花市南里新

景家园

黄　 岭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富力

城社区

张　 迅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和谐

雅园社区

徐慧兰家庭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赵

家楼社区

乔格侠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街道风

林绿洲

陆书春家庭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三里

河二区

何东宁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朝新嘉

园东里六区

周建平家庭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坛

坛国际社区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邱宏涛家庭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新集镇

木坪村

王忠心家庭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李棋镇

楚溪苑

赵克克家庭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港

镇孙家庄村

赵治国家庭　 陕西省咸阳市宝泉路晨光

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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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全国文明

家庭代表ꎬ 并发表重要讲话ꎮ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ꎮ
一、 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

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精神文

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对全国亿万家庭的亲切关

怀ꎬ 为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ꎮ 要

自觉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ꎬ 深

刻认识家庭文明建设对于国家发展、 民族进

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ꎬ 更加注重家庭、 家

教、 家风ꎬ 把家庭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抓实抓好ꎮ
二、 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的深刻内涵
１ 准确把握家庭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和总

体目标ꎮ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ꎮ 中华民族传

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ꎬ 融入中国

人的血脉中ꎬ 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薪火

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ꎬ 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

精神财富ꎮ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ꎬ 无论经济社会

如何发展ꎬ 对一个社会来说ꎬ 家庭的生活依

托都不可替代ꎬ 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ꎬ
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ꎮ 希望大家注重

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ꎮ 要重视家庭文

明建设ꎬ 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

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ꎬ 成为

人们梦想起航的地方ꎮ 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家庭文明建设ꎬ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 相

亲相爱、 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

庭文明新风尚ꎮ
２ 准确把握注重家庭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

求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ꎮ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

定ꎬ 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ꎬ 家庭文明则社会文

明ꎮ 我们要认识到ꎬ 千家万户都好ꎬ 国家才能

好ꎬ 民族才能好ꎮ 国家富强ꎬ 民族复兴ꎬ 人民

幸福ꎬ 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

满上ꎬ 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ꎮ 我们

还要认识到ꎬ 国家好ꎬ 民族好ꎬ 家庭才能好ꎮ
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家庭梦

才能梦想成真ꎮ 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

一起来ꎬ 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ꎬ 心往

一处想ꎬ 劲往一处使ꎬ 用我们 ４ 亿多家庭、 １３
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ꎮ
３ 准确把握注重家教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

求ꎮ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ꎬ 父母是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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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老师ꎮ 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ꎬ 但最重

要的是品德教育ꎬ 是如何做人的教育ꎮ 要把美

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ꎬ 引导他们有

做人的气节和骨气ꎬ 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ꎬ
促使他们健康成长ꎬ 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

有用的人ꎮ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 重身教ꎬ 教

知识、 育品德ꎬ 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ꎬ 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ꎮ 要在家庭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引导家庭成员特

别是下一代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热

爱中华民族ꎮ 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ꎬ
传递尊老爱幼、 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 勤俭持

家、 邻里团结的观念ꎬ 倡导忠诚、 责任、 亲

情、 学习、 公益的理念ꎬ 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

幸福、 为他人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

提高精神境界、 培育文明风尚ꎮ
４ 准确把握注重家风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

求ꎮ 家风好ꎬ 就能家道兴盛、 和顺美满ꎻ 家风

差ꎬ 难免殃及子孙、 贻害社会ꎮ 广大家庭都要

弘扬优良家风ꎬ 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

起全社会的好风气ꎮ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

头抓好家风ꎬ 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

风ꎬ 向焦裕禄、 谷文昌、 杨善洲等同志学习ꎬ
做家风建设的表率ꎮ 各级领导干部要教育亲属

子女树立遵纪守法、 艰苦朴素、 自食其力的良

好观念ꎬ 明白见利忘义、 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

的事情ꎬ 要为全社会做表率ꎮ
５ 准确把握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责任和工

作要求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把家庭文明建

设摆上议事日程ꎮ 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群众

团体要结合自身特点ꎬ 积极组织开展家庭文明

建设活动ꎮ 各方面要满腔热情关心和帮助生活

困难的家庭ꎬ 帮助他们排忧解难ꎮ 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部门要发挥统筹、 协调、 指导、 督促

作用ꎮ
三、 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
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政治任务ꎬ 作为精神文明战线的头等大

事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精心安排部署ꎬ 务求取得

实效ꎮ
１ 组织传达学习ꎮ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ꎬ 迅速向本地区本部门党委 (党组)
汇报ꎬ 认真组织传达学习ꎬ 统一思想、 提高认

识ꎬ 切实增强做好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ꎮ
２ 认真研究部署ꎮ 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各地各部门实际紧密结合

起来ꎬ 把家庭文明建设摆上重要位置ꎬ 按照中

央文明委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的意

见» 要求ꎬ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家庭文明

建设工作作出部署ꎬ 明确目标任务ꎬ 明确工作

要求ꎬ 精心组织实施ꎬ 使家庭文明建设更加符

合中央精神、 顺应群众需求ꎮ
３ 广泛深入宣传ꎮ 要运用多种方式大力宣

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形成全党全

社会更加重视支持家庭文明建设的浓厚舆论氛

围ꎮ 同时ꎬ 要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讲

话精神的具体举措ꎬ 讲好家风故事ꎬ 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ꎬ 以千千万万个家庭的

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ꎮ 各地各部门要将

贯彻落实情况及时报中央文明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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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刘云山同志在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６〕 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现将 «刘云山同志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

区、 本部门实际认真学习贯彻ꎮ

( «刘云山同志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

大会上的讲话» 见本卷 “文献讲话” )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黄坤明同志在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文明素质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现将 «黄坤明同志在提升中国公民出境

旅游文明素质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印发

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 本部门实际贯彻

落实ꎮ

( «黄坤明同志在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

明素质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见本卷 “文献

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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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中央组织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环境保护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

关于公布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和
“最美志愿服务群体” 先进典型名单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５ 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 组织部、 文明办ꎬ 民政厅 (局)、
环保厅 (局)、 团委、 妇联、 文联、 残联: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志愿服务工作的指示精神ꎬ 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充分发挥

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ꎬ 引导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ꎬ 营造 “我为

人人、 人人为我” 的良好社会风尚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组织部、 中央文明

办、 民政部、 环保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

联、 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和人民日报、 光明

日报、 中央电台、 中央电视台联合在全国开

展了宣传推选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者、 １００ 个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ꎮ 活动历时 ５ 个月ꎬ 经

过集中展示、 群众投票、 专家评审、 网上公

示等环节ꎬ 活动组委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ꎬ 从各地各有关部门推荐的优秀志愿

者、 志愿服务项目、 志愿服务组织和城乡社

区中ꎬ 推选出一批群众认可、 事迹突出、 影

响广泛的先进典型ꎮ
为总结经验、 激励先进、 树立典型ꎬ 完善

志愿服务激励机制ꎬ 进一步增强志愿者的积极

性和荣誉感ꎬ 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ꎬ 中央

宣传部、 中央组织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环保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和

中国残联正式公布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 和 “最美志愿服务群体” 先进典型名单ꎮ
湖北监利沉船事件救援和善后工作全体志愿

者为 “最美志愿服务群体”ꎻ 广州检验检疫局

学雷锋阿旺志愿服务总队负责人周新旺等 １００
名志愿者为 “最美志愿者”ꎻ 中国文联 “送欢

乐下基层” 文艺志愿服务项目等 １００ 个志愿服

务项目为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ꎻ 杭州市 “微
笑行动” 志愿医疗队等 １００ 个志愿服务组织为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ꎻ 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路街

道梅陇三村等 １００ 个社区为 “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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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类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珍惜荣誉ꎬ 发

扬成绩ꎬ 再接再厉ꎬ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大力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把志愿服务与学雷锋

活动紧密结合起来ꎬ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扎实

的工作作风ꎬ 更好地服务人民、 奉献社会ꎬ 带

动更多的人关心、 支持、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ꎬ
倡导有时间做志愿者、 有困难找志愿者ꎬ 努力

营造向上向善、 互帮互助的浓厚社会氛围ꎬ 推

动志愿服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ꎬ 为实现 “两个

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ꎮ
附件: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和

“最美志愿服务群体” 先进典型名单

附件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和 “最美

志愿服务群体” 先进典型名单

一、 最美志愿服务群体 (１ 个)
湖北监利沉船事件救援和善后工作全体志

愿者

二、 最美志愿者 (１００ 人)
北京 (４人)
袁宝钧　 昌平区拯救修复老照片志愿队骨干

李　 楠　 朝阳区望京李楠社会工作事务所

负责人

梁会兰　 北京会兰孝亲敬老服务队负责人

张鹊鸣　 北京鹊鸣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天津 (３人)
姚　 亮　 天津益新社会服务指导中心志愿者

商海涛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天

津管理中心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爱心之家” 志愿者

王友田　 东丽区学雷锋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

河北 (３人)
刁昌盛　 国网河北电力公司刁昌盛志愿服

务队负责人

王红心　 沧州市红心志愿服务协会负责人

王冀宏　 邯郸市丛台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成员

山西 (２人)
潘春虎　 运城市稷山县学雷锋志愿者协会

成员

赵东会　 太原市关心下一代志愿者联合会

成员

内蒙古 (２人)
刘岩蓦　 鄂尔多斯市明星志愿者协会会长

陈文学　 包头市北重集团公司 ８０ 岁退休职

工、 弘扬践行雷锋精神志愿者

辽宁 (２人)
祝瑞伍　 大连市金州新区万里爱心会会长

严　 哲　 丹东市慈善总会快乐奉献义工站、
辽宁省器官捐献丹东分部负责人

吉林 (３人)
孙世铭　 松原市民间环保志愿者

初建美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抄表员扶贫帮

困志愿者

胡艳苹　 长春市九台区善满家园志愿者协

会负责人

黑龙江 (４人)
武士龙　 大兴安岭公益协会负责人

孙雅芳　 大庆市东湖社区阳光家园爱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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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志愿者

孟广彬　 哈尔滨市和兴路街道文兴社区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骨干

孙庆和　 伊春市新青区 “林海彩虹” 志愿

服务队骨干

上海 (５人)
黄吉人　 上海市智力助残志愿者服务基地

负责人

张兴儒　 上海知名眼科专家、 普陀区中心

医院副院长、 慈善光明行发起人

曹　 鹏　 上海慈善志愿者服务总队城市交

响乐团义工队成员

袁正平　 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会长

蒋舒文　 徐汇区中心医院义工服务站志愿

团队负责人

江苏 (４人)
李　 展　 无锡市爱心车队志愿者

高　 雁　 扬州市江都区小艳子志愿者协会

负责人

郑宪民　 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

王德林　 常州市一加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负

责人

浙江 (４人)
钱海军　 慈溪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

吴岩兴　 绍兴市 “老吴热线” 志愿服务队

负责人

曹荣安　 金华市绿色生态文化服务中心、
金华市雷锋文化馆志愿者

周炎珍　 杭州市中山南路居委会社区志愿

服务队队长

安徽 (４人)
易厚掌　 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厂镇西塔村村

民、 植树造林志愿者

薛金珉　 宿州市砀山县健康与法律知识宣

传志愿者

张景兰　 合肥市芜湖路街道茶亭社区党员

志愿者

李　 东　 蚌埠市助残志愿服务队残疾人志

愿者

福建 (３人)
黄文谦　 仙游县 ９６ 岁退休老人、 助学济困

志愿者

陈素珍　 厦门市蓝天救援队队长

吴成光　 柘荣县双城镇法律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江西 (２人)
郭联发　 南昌市东湖区志愿联合会注册志

愿者、 微爱公益总发起人

顾定恩　 赣州市公益志愿者协会红十字优

秀志愿者

山东 (３人)
安立盛　 烟台市学雷锋安立盛志愿服务大

队负责人

张春霞、 李强　 泰安市肥城市爱心公益协

会负责人

李延照　 青岛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

河南 (３人)
曹建淼　 洛阳市好人颂社区艺术团团长

李桂玲　 郑州市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副主任

宋亚萍　 濮阳县 “益点爱助学中心” 发起人

湖北 (３人)
安明琦　 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常

务副队长

王　 辉　 武汉市武昌区 “生命阳光” 公益

救护志愿服务队长

彭国珍　 荆州市 “彭国珍” 志愿者服务队

负责人

湖南 (４人)
易　 朝　 岳阳市清风义工协会会长

赵建恒　 长沙市高新区志愿者分会雷锋总

站桥头铺志愿护路队负责人

首嫣嫣　 郴州市苏仙区义工协会会长

梁利平　 湖南省文化志愿服务总队文化志

愿者

广东 (４人)
李德明　 肇庆市民建鼎湖区支部社会服务

工作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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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旺　 广州检验检疫局学雷锋阿旺志愿

服务总队负责人

赵喜昌　 惠州市志愿者救捞队负责人

孙　 影　 深圳关爱行动 “募师支教” 项目

赴贵州省大方县支教志愿者

广西 (２人)
陈致东 　 防城港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职

工、 “防城义工”
谢玉华　 桂林市 “周末爱心妈妈” 志愿服

务队创始人

海南 (２人)
吕大俊　 海南省扶残助残爱心协会志愿者

林　 宁　 琼海义工联志愿者

重庆 (３人)
秦茂华　 江津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

杜洪权　 丰都县 “老杜劝善促和调解室”
负责人

段翠君　 石柱县西部计划志愿者

四川 (３人)
程永良　 宜宾市南城街道大观楼社区抗美

援朝老战士学雷锋小组组长

郝成桃　 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志愿者

张先桥　 达州市大竹县月华镇川心村环保

志愿者

贵州 (２人)
李　 戟　 六盘水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

林　 蓓　 贵阳市爱心家园儿童特殊教育康

复中心志愿者

云南 (２人)
郭羽韬　 昭通市鲁甸地震抗震救灾志愿者

李一飞　 昆明市资助失学儿童志愿者

西藏 (１人)
德吉央宗　 廓瓦志愿者西藏日报社分队成员

陕西 (２人)
何卓远　 西安市一元关爱计划负责人

刘　 扬　 陕西省广播电视台青年志愿服务

总队副队长

甘肃 (２人)
王永玲　 金昌市金川区昌荣里社区党工委

书记

张勇基　 甘南藏族自治州阳光志愿者协会

会长

宁夏 (２人)
贾学军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

丁　 敏　 泾源县香水镇城关村志愿者

青海 (２人)
李晶海　 东市民和星光救助会、 民和县社

会工作协会志愿者

扎西达吉　 玉树州 “红飘带” 志愿服务队

负责人

新疆 (２人)
乐　 宏　 乌鲁木齐市海关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

顾海英　 沙湾县扶贫帮困志愿服务队发起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２人)
张生海　 六师五家渠市向阳路社区医疗志

愿者

吐尔逊阿比孜　 石河子水管所党员志愿者

共青团中央 (３人)
辛　 举　 汉中市镇巴县西部计划志愿者

张梦圆　 深圳市花样年公益基金会志愿者

尼加提艾买提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

力计划第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

成员

全国妇联 (１人)
王萌萌　 上海文化宣传和扶贫帮困志愿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２ 人)
邹德凤　 江西省邹德凤公益发展中心社区

志愿者

胡大一　 中国红十字会爱心工程———胡大

一爱心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中国文联 (４人)
徐春妮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岳　 红　 八一电影制片厂影视表演艺术家

乌兰图雅　 少数民族青年歌手

于　 兰　 战友文工团京剧表演艺术家

中国残联 (１人)
任士荣　 中国盲文图书馆助盲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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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１００ 个)
北京 (４个)
首都图书馆法律专家志愿者咨询志愿服务

项目

西城区 “邻里互助　 笑脸相约” 志愿服务

主题活动

北京市商务楼宇党员志愿服务聚合力 Ｖ＋
项目

顺义区巾帼志愿服务项目

天津 (３个)
河西区天塔街 “邻居节” 志愿服务项目

和平区 “心目影院” 为盲人讲解电影志愿

服务项目

“天津妈妈会” 公益项目

河北 (３个)
唐山市邻里守望 “十个一” 志愿服务

“善行使者圆梦行动” 扶贫帮困志愿服

务项目

河北团省委关爱失独家庭志愿服务活动

山西 (２个)
中华文化传承十百千万朔州示范工程

龙城 “小桔灯爱心联盟” 关爱环卫工人系

列活动

内蒙古 (２个)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周末妈妈” 关爱

留守流动儿童巾帼志愿服务项目

鄂尔多斯市 “乡约天骄圣地 志愿美丽乡

村” 志愿服务项目

辽宁 (３个)
“平安大连” 建设志愿服务活动

铁岭市开原 “农村互助志愿服务” 项目

辽宁 “跟着郭明义学雷锋” 志愿服务

项目

吉林 (３个)
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 “代理亲人” 关

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珲春市保护候鸟志愿服务项目

通化市交警支队东昌大队女警中队 “护学

路” 志愿服务项目

黑龙江 (４个)
黑龙江爱心 ６＋１ 志愿服务敬老工程

佳木斯市爱心厨房志愿服务项目

齐齐哈尔市 “千里行医送温暖 情系农村留

守老人” 志愿服务项目

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 “冰城电保姆” 志

愿服务项目

上海 (５个)
智力助残志愿服务项目

“慈善光明行” 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青年志愿者赴滇扶贫接力计划

崇明县竖新镇 “七彩爱心屋” 关爱留守儿

童公益项目

爱传递再生电脑教室志愿服务项目

江苏 (５个)
常熟市 “海虞妈妈” 孤贫儿童爱心助学志

愿服务项目

扬州市江都种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常州市 “衣衣不舍” 二手衣服回收计划

无锡市凝聚 “大 Ｖ” 正能量网络文明传播

志愿服务项目

南京市保护虎凤蝶环保志愿服务行动

浙江 (４个)
宁海县 “党群同心圆” 党员志愿服务项目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红领之家党员志愿

服务项目

金华市 “护水哨兵” 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医路有爱” 绍兴市人民医院 “孺子牛”
志愿服务项目

安徽 (４个)
马鞍山市永泰社区 “幸福来敲门” 志愿服

务项目

国网宿州供电公司 “光明驿站” 关爱留守

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蚌埠医学院 “爱心 １＋１” 关爱弱势儿童志

愿服务项目

阜阳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服务项目

福建 (３个)
莆田市 “关爱老人 一元理发” 敬老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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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项目

厦门市海沧区 “我是小袋鼠垃圾不落

地” 青少年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福州市 “美丽海峡　 美丽心灵” 两岸志愿

者生态保护共同行动项目

江西 (２个)
南昌市关爱未成年人生命安全之赣江值守

项目

鄱阳县 “保护一湖清水” 志愿服务项目

山东 (３个)
临清市 “爱心 １＋１、 善行 ３６５” 志愿服务

项目

莱阳市 “五位一体” 七个一社区邻里守望

志愿服务项目

青岛市支教岛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 (３个)
河南省创建社区 “文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

项目

洛阳博物馆 “文史讲解” 公共文化志愿服

务项目

濮阳市中原油田 “爱周六” 便民志愿服

务项目

湖北 (３个)
保护长江水环境 (鄂州段) 志愿服务项目

蓝灯志愿团关爱自闭症儿童 “蓝灯行动”
第十届中国 (武汉) 国际园林博览会志愿

服务项目

湖南 (３个)
岳阳市公益格子铺阅读吧项目

湖南省春雨工程———湖南文化志愿者边疆

行示范活动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 ５８０ 民生紧急救助项目

广东 (３个)
深圳市志愿服务 Ｕ 站项目

广州市 “志愿在康园” 计划

肇庆市春运暖流志愿服务行动

广西 (２个)
广西阳光助残关爱脑瘫儿童项目

河池市 “儿童鸡蛋计划” 志愿服务项目

海南 (２个)
爱汝之家关爱女性健康志愿服务项目

海口市美兰区关爱特殊青少年志愿服务

项目

重庆 (２个)
渝中区三级体系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项目

城口县扶贫开发志愿服务项目

四川 (３个)
成都晚报 “关爱农民工子女名师一堂

课” 志愿服务项目

成都市莲新街道志愿服务中心创新示范基

地项目

四川残联 “星星计划———关爱自闭症儿

童” 志愿服务项目

贵州 (２个)
贵州爱心之家志愿者支教团

丹寨县排调镇 “情暖双阳爱在苗乡”
行动

云南 (２个)
昭通市安然公益事业联合会鲁甸地震紧急

救援志愿服务

大理市关爱山川河流保护洱海志愿者服务

项目

西藏 (２个)
日喀则市阳光助残———光明小屋行动

当雄县 “圆小天使一个梦想” 关爱帮扶贫

困中小学生项目

陕西 (２个)
延安医疗志愿者协会医疗扶贫发展示范

项目

共青团西安市新城区委 “阳光蒲公英” 关

爱重点青少年群体志愿服务项目

甘肃 (２个)
“驻地有个家ꎬ 心系老妈妈” 双拥结对认

亲项目

“我给乡亲照张相” 志愿服务项目

宁夏 (２个)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蓝山社区 “爱心公益

坊” 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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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手拉手———涉毒家庭未成年子女关爱

行动

青海 (２个)
青海省电力公司可可西里环保志愿后援团

项目

西宁市 “母亲邮包” 项目

新疆 (２个)
新疆 “情暖空巢” 沙尼汗居家养老点志愿

服务项目

“关注乡村童年梦 　 百校万人公益行———
玩具总动员” 志愿服务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２个)
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项目

“让环卫工人放一天假” 志愿服务项目

共青团中央 (４个)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支教志愿服

务项目

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 “阳光行动”
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１个)
兰州社区家庭小药箱管理及抗菌药物合理

使用知识普及项目

国家卫生计生委 (２个)
圆梦女孩志愿行动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 “守护天使” 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文联 (４个)
中国曲协 “送欢笑到基层” 文艺志愿服务

项目

中国文联 “送欢乐下基层” 文艺志愿服务

项目

中国文联文艺支教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摄协摄影曙光学校文艺志愿服务项目

四、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１００ 个)
北京 (４个)
西城区天桥街道太平街社区 “萤火虫” 志

愿服务队

北京大学爱心社

顺义区公共文明引导大队

首都博物馆志愿者服务队

天津 (３个)
天津志愿服务联合会劳模分会

新兴街 “阳光奶奶” 志愿服务队

天津医科大学志愿服务团队

河北 (３个)
河北爱心救援队

承德直属志愿服务总队

河北省志愿服务基金会

山西 (２个)
临汾市老龄志愿公益协会

山西文博志愿者之家

内蒙古 (２个)
内蒙古妇女维权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义工协会

辽宁 (３个)
大连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道民族社区 “九大

妈” 志愿服务中心

吉林 (３个)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长春市高新区 “蒲公英” 志愿协会

梅河口市农技协科普志愿者协会

黑龙江 (３个)
七台河市快乐义工志愿服务队

哈尔滨市法律志愿服务队

大庆市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

上海 (５个)
上海松江区扬志青年社工服务社

上海张心亚助残工作室

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闸北青苹果家庭关爱指导中心

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江苏 (５个)
常州市地方税务局 ３７°志愿服务队

南京市平安志愿者联合会

江阴市香山书屋志愿服务队

连云港市 “连心电” 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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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未成年人昆曲传播志愿服务队

浙江 (４个)
杭州市 “微笑行动” 志愿医疗队

绍兴市点亮一盏灯志愿者服务总队

嘉兴市 ９６３４５ 社区服务求助中心 (市党员

志愿服务中心)
海宁爱心联盟

安徽 (３个)
淮北市李子明志愿服务队

合肥市供水集团 “贴心小棉袄” 志愿服务队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蒲公英” 科

学传播志愿服务队

福建 (４个)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晋江市公安局 “厝边” 警察志愿服务队

厦门市海沧两岸义工联盟

宁德市 “学习大军” 网络文明志愿者评论班

江西 (２个)
赣州市会昌义工协会

鹰潭市龙虎山上清古镇女子消防志愿服务队

山东 (３个)
潍坊市国网潍坊供电公司 “潍电义工” 协会

济南市济南时报泉城义工联络站

烟台市学雷锋爱心使者志愿服务队

河南 (３个)
洛阳市市直机关党员志愿服务总队

郑州市 “老年雷锋团”
濮阳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湖北 (３个)
大别山支教团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

华中农业大学 “本禹志愿服务队”
湖南 (４个)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长沙市出租汽车公司雷锋车队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湘潭市环境保护协会

广东 (３个)
广州市番禺区义工联助残部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 “爱心一族” 协会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志愿服务总队

广西 (２个)
广西八桂义工协会

桂林市 “周末爱心妈妈” 志愿服务队

海南 (２个)
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海口市妈妈训教团” 志愿者队伍

重庆 (２个)
潼南区星火志愿服务协会

“莎姐” 法律志愿服务队

四川 (３个)
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心

绵阳市涪城区为乐志愿服务与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 “五彩石” 特色服务队

贵州 (２个)
贵州阳光 ９５２ 爱心车志愿者服务总队

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麻江服务队

云南 (２个)
昭通市威信县湾子苗寨 “代理妈妈” 志愿

服务队

昆明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

西藏 (２个)
“雪吉格桑花” 桑珠孜区志愿者服务队

拉萨市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陕西 (２个)
西安志愿者协会

陕西曙光救援队

甘肃 (２个)
张掖市萤火虫公益志愿者协会

庆城县志愿者协会

宁夏 (２个)
固原市六盘山圆梦爱心协会

宁夏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服务队

青海 (２个)
海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

玉树州 “红飘带” 志愿服务队

新疆 (２个)
呼图壁县 “阿同汗” 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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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市乐龄社会工作服务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２个)
石河子白杨公益

头屯河农场老年志愿服务队

文化部 (１个)
中国美术馆文化志愿服务队

国家文物局 (１个)
中国国家博物馆志愿者协会

共青团中央 (３ 个)
中央电视台青年志愿者协会

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两江名居公租房社

区市民学校志愿服务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２个)
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

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

中国文联 (３个)
浙江省文艺家志愿者服务总团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中国戏剧家协会梅花奖艺术团

中国残联 (１个)
中国孤独症家庭志愿者联盟

五、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１００ 个)
北京 (４个)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红庙社区

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翠林三里社区

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区社区

海淀区海淀街道三义庙社区

天津 (４个)
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

宁河区芦台镇光明新区社区

河西区东海街龙江里社区

南开区向阳路街昔阳里社区

河北 (３个)
石家庄市裕华区金域蓝湾社区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古城街道东城社区

邯郸市丛台区人民路街道光明社区

山西 (３个)
大同市华北星城社区

临汾市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

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办事处德胜街社区

内蒙古 (２个)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街社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建设街道亿利金威社区

辽宁 (３个)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街道兴和社区

盘锦市兴隆台区锦祥社区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道红巾社区

吉林 (３个)
吉林市船营区北极街道岭前社区

长春市南关区鸿城街道东风社区

洮南市永康街道永电社区

黑龙江 (４个)
大兴安岭地区图强林业社区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五福社区

牡丹江市西安区火炬办事处利民社区

大庆市让胡路区东湖社区

上海 (５个)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

徐汇区凌云路街道梅陇三村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

浦东新区东明社区

长宁区虹桥社区

江苏 (５个)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奥体社区

无锡新区江溪街道太湖花园第二社区

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文昌花园社区

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虹桥社区

苏州市姑苏区桂花社区

浙江 (４个)
宁波市海曙区南门街道澄浪社区

湖州市吴兴区月河街道马军巷社区

杭州市下城区灯芯巷社区

温州市松台街道菱藕社区

安徽 (４个)
淮北市相山区桂苑社区

马鞍山市花山区新风社区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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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宣州区宝城社区

福建 (４个)
石狮市湖滨街道新湖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安社区

漳州市芗城区通北街道和平里社区

永安市燕东街道忠义社区

江西 (３个)
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金典社区

赣州市章贡区南外街道下壕塘社区

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才都社区

山东 (３个)
青岛市市南区八大关街道太平角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惠社区

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办事处金都社区

河南 (４个)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街道诚城社区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康桥华城社区

洛阳市涧西区重庆路办事处第二社区

安阳市文峰区西大街办事处大寺前社区

湖北 (３个)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中央花园社区

十堰市茅箭区武当路街道韩家沟社区

湖南 (４个)
长沙市望城坡街道长华社区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路街道文化路社区

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坡社区

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牌街道杨树塘社区

广东 (４个)
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凤馨苑社区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文锋西社区

中山市小榄镇新市社区

广州市金花街隆庆社区

广西 (３个)
柳州市鱼峰区麒麟街道凤起社区

桂林市兴安县兴安镇城西社区

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新竹社区

海南 (２个)
海口市龙华区金茂街道玉沙社区

三亚市天涯区机场路社区

重庆 (３个)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合建社区

北部新区康庄美地一社区

南岸区天文街道水云路社区

四川 (４个)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

绵阳市涪城区铁牛街社区

遂宁市河东新区灵泉街道香山路社区

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街道西海岸社区

贵州 (２个)
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河北井社区

黔东南州凯里市大十字街道和谐社区

云南 (２个)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世纪半岛社区

丽江市古城区七一社区

西藏 (２个)
拉萨市八廓街道丹杰林社区

林芝市八一镇白玛岗社区

陕西 (３个)
西安市雁塔区红专南路社区

榆林市神木县神木镇钟楼街道陵园路社区

汉中市城固县城东社区

甘肃 (２个)
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路社区

嘉峪关市长城区新华社区

宁夏 (２个)
银川市兴庆区林湖左岸社区

泾源县香水镇百泉社区

青海 (２个)
海西州乌兰县城东社区

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龙泰社区

新疆 (２个)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天山路街道西月潭

社区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昌建社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２个)
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青湖南路社区

石河子市向阳街道二十二第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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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
２０１６ 年ꎬ 是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 «关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３０
周年ꎬ 是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 «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２０ 周

年ꎮ 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顶层设计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改进

创新、 提高水平ꎬ 经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领导

同志批准ꎬ 请各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文明办、 中央文明委各成员单位组织开展

专题调研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调研目的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ꎬ 着眼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ꎬ 以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 “五大发展理念” 为指导ꎬ 全面深入地分析

当前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

新挑战ꎬ 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效新经验新规律ꎬ 进

一步明确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方针原则、 工作思路、 方法途径和基本要求ꎬ
切实解决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ꎬ 推

动各地各部门更好地落实 “两手抓、 两手都要

硬” 方针ꎬ 锲而不舍、 一以贯之地抓好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ꎬ 促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显著提升ꎬ 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水

平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确价值引领、
强大精神动力、 丰润道德滋养和良好社会

环境ꎮ
二、 调研重点
要按照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领导同志关于

“坚持重在建设、 坚持服务中心、 坚持问题导

向、 坚持改革创新ꎬ 把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部署落到实处” 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围绕以下

几个重点开展调研工作:
１ 立足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ꎬ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ꎬ 深入分

析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ꎬ 面临的

新机遇新挑战ꎬ 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需求新期待ꎬ 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ꎮ
２ 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举

措和丰硕成果ꎬ 系统梳理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

经验和工作规律ꎮ
３ 聚焦社会各界和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精

神文明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ꎬ 以及制约当前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ꎬ 深

入研究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ꎮ
４ 结合制定实施 “十三五” 规划ꎬ 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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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目标出发ꎬ 围绕进

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思路、 重点任

务、 载体手段、 体制机制和保障措施等提出对

策建议ꎮ
三、 工作要求
１ 高度重视ꎮ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此次

专题调研工作ꎮ 文明办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

调研工作ꎬ 组织精干力量ꎬ 周密安排部署ꎬ 精

心组织实施ꎬ 保质保量地完成调研任务ꎮ
２ 深入调研ꎮ 要通过上门拜访、 实地考

察、 座谈研讨、 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ꎬ 充分听取党政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

和相关部门领导、 专家学者、 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ꎬ 以及社会各界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的意

见建议ꎮ
３ 时间安排ꎮ 调研工作安排在 ３ 月至 ４ 月ꎬ

时间两个月ꎮ
４ 成果报送ꎮ 请各地各部门于 ４ 月底提交

调研报告ꎮ 调研报告要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特点和规律ꎬ 突出时代要求、 实践特色和创

新精神ꎬ 情况清楚、 点面结合ꎬ 有高度、 接地

气ꎬ 对策建议要有科学性、 针对性、 指导性和

可操作性ꎮ 篇幅不少于 ５０００ 字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黄坤明同志在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
现将 «黄坤明同志在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印发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

区、 本部门实际贯彻落实ꎮ

( «黄坤明同志在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推进会上的讲话» 见本卷 “文献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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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

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 教育厅 (教

委)、 团委、 妇联、 关工委: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化中国梦学习教育ꎬ 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中央文明办、 教

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等

部门将继续在重要时间节点ꎬ 组织广大未成年

人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贯彻中央文明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ꎬ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以 “我的中国梦” 为

主题ꎬ 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ꎬ 抓住重要时间

节点ꎬ 结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坚持集中与经常相

结合、 网上与网下相结合ꎬ 开展系列教育实践

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做

起、 从现在做起ꎬ 坚定理想信念ꎬ 继承优良传

统ꎬ 树立远大志向ꎬ 培育美好心灵ꎬ 不断增强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ꎬ 自觉弘扬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努力学习、 健康成长ꎮ
二、 活动项目
主要组织五项活动ꎮ

１ 清明祭英烈活动ꎮ 以清明节为契机ꎬ 充

分挖掘节日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爱国主义情

感ꎬ 引导未成年人慎终追远、 缅怀先辈ꎬ 铭记

历史、 学会感恩ꎬ 继承先烈遗志ꎬ 珍惜幸福生

活ꎬ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实现中国梦的共同奋

斗之中ꎮ
一是开展网上活动ꎮ 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

网设计推出专门网页ꎬ 组织未成年人在网上向

先贤先烈鞠躬献花、 签名寄语ꎮ 利用中国文明

网和央视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进行宣传ꎬ 扩大

网上活动覆盖面ꎮ 办好相关栏目ꎬ 用讲故事的

方式宣传革命文化、 红色文化、 英烈精神ꎬ 引

导未成年人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

传统ꎬ 学习党史、 国史和英模事迹ꎮ
二是组织网下实践ꎮ 举办征文演讲、 诗歌

朗诵、 主题班 (队) 会、 团日活动ꎬ 组织学生

就近就便到红色旅游景区景点、 革命战争纪念

地、 重大战役发生地或烈士陵园、 烈士墓地祭

扫、 献花和宣誓ꎬ 礼敬先烈先辈ꎬ 培养爱国

情感ꎮ
这项活动在 ４ 月 １ 日至 ４ 月 ７ 日期间集中

开展ꎮ
２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活动ꎮ 以六一国际

儿童节为契机ꎬ 大力宣传各地推荐表彰的美德

少年事迹ꎬ 用 “最美少年” 的榜样力量点燃未

成年人对真善美的向往ꎬ 引导未成年人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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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尊道德、 守道德ꎬ 塑造美好心灵、 提升道

德素养、 养成良好习惯ꎮ
一是宣传展示美德少年事迹ꎮ 请各省

(区、 市) 对近年来本地涌现的美德少年进行

梳理ꎬ 推荐上报典型事迹ꎮ 中央文明办等单位

审核后ꎬ 从中选出 １００ 名左右ꎬ 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网进行集中展示ꎬ 并在中央新闻媒体进行

推介宣传ꎮ
二是开展学习美德少年活动ꎮ 推动各地中

小学通过组织上网学习、 留言ꎬ 网下举办主题

班 (队) 会、 学习心得展示、 与美德少年座谈

交流、 开展力所能及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等形

式ꎬ 引导未成年人崇德向善、 知行合一ꎬ 争做

美德少年ꎬ 创建文明校园ꎮ
这项活动在 ５ 月 ３０ 日至 ６ 月 ８ 日期间集中

开展ꎮ
３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ꎮ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９５ 周年为契机ꎬ 通过组织未成年人广泛传

唱歌颂党、 歌颂祖国、 歌颂中国梦的优秀歌

曲ꎬ 充分展示党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ꎬ 教育

引导未成年人心向党、 感党恩ꎬ 自觉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推荐的歌曲主要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围绕实

现中国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

作的歌曲ꎬ 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包括今年春节联

欢晚会推出的歌曲ꎬ «爱国歌曲大家唱» 和唱

响中国活动推出的歌曲等ꎮ
做好歌咏活动的组织引导ꎮ 坚持以中小学

校为主体ꎬ 以年级班级为单位ꎬ 利用音乐课、
班队会等时机普遍开展ꎮ 同时依托各级青少年

宫、 少年宫、 儿童活动中心以及县级青少年学

生活动中心、 乡村学校少年宫等课外活动阵

地ꎬ 组织未成年人学唱演唱ꎮ
这项活动在 ６ 月中下旬全面展开ꎬ 七一前

后形成热潮ꎮ ６ 月中下旬ꎬ 以历届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为重点ꎬ 录制报

送歌咏节目ꎮ ７ 月至 ８ 月ꎬ 主办单位在中国文

明网、 央视网开设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专

栏ꎬ 展播各地报送的歌咏节目ꎬ 相关网站

链接ꎮ
４ 向国旗敬礼活动ꎮ 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６７

周年为契机ꎬ 结合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重大主题宣传ꎬ 生动形象地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ꎬ 增强未成年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

感、 认同感、 尊严感、 荣誉感ꎬ 让国家观念、
爱国意识在广大未成年人心中牢牢扎根ꎮ

一是网上签名寄语ꎮ 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

网、 全国网上家长学校等网站开设专门网页ꎬ
组织未成年人上网面向国旗敬礼并签名寄语ꎬ
表达热爱祖国、 祝福祖国ꎬ 用中国梦引领人生

航向的美好心声ꎮ
二是网下教育实践ꎮ 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开

放的伟大成就、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国家公祭

仪式、 红色旅游等各类资源ꎬ 广泛开展庄严

感、 仪式感强的教育实践活动ꎬ 开展主题班

(队) 会、 演讲征文、 歌咏演唱等活动ꎬ 教育

引导未成年人升华爱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

深厚感情ꎬ 坚定自觉地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ꎮ
这项活动在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１０ 月 ９ 日期间集

中开展ꎮ
５ “学长征精神、 做红色传人” 活动ꎮ 围

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引导未

成年人重温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和英雄壮举ꎬ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民族精神ꎬ 自觉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ꎬ 崇尚英雄、 艰苦

奋斗、 不畏艰难ꎬ 弘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

基因ꎮ
一是开展学习教育ꎮ 依托中小学校和课外

活动阵地ꎬ 通过课堂教学、 专题讲座ꎬ 以及举

办专题展览、 文艺演出、 长征故事汇、 主题团

队日、 楹联诗词征集展示和家庭教育主题实践

活动等方式ꎬ 在未成年人中宣传和弘扬长征精

神ꎮ 利用好秋季开学时间节点ꎬ 在新学期开学

教育、 新生入学教育中ꎬ 突出红军长征精神教

育内容ꎮ 组织未成年人学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精神ꎬ 观看红军长征题材的影视、
戏剧、 出版物ꎬ 引导未成年人从小立志做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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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人ꎬ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ꎮ
二是组织参观走访ꎮ 推动各地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ꎬ 组织未成年人参观反映红军长征内容

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纪念设施和建

筑物ꎬ 慰问帮扶红军老战士、 老同志和烈士家

属ꎬ 使未成年人从红军长征的感人事迹中受到

启迪、 得到激励ꎮ
这项活动在 ８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全

面开展ꎮ
三、 工作要求
１ 提高思想认识ꎮ 运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

五项活动ꎬ 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具体举措ꎬ 是在未成年人中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 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的有效

载体ꎬ 是 ２０１６ 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

重要任务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ꎬ 精心

部署ꎬ 制定具体方案ꎬ 广泛深入动员ꎬ 确保活

动深入扎实开展ꎬ 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未成年人

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

造ꎬ 听党的话、 跟着党走ꎬ 做祖国和人民事业

发展的接班人ꎮ
２ 加强统筹协调ꎮ 各部门要结合自身职

能ꎬ 切实履职尽责ꎬ 形成协同配合、 合力推进

的工作格局ꎮ 文明办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 联

络服务、 督促指导的作用ꎬ 把各方面力量统筹

好、 运用好ꎮ 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中小学

校主渠道作用ꎬ 把五项活动纳入德育课程ꎬ 融

入德育教学ꎬ 组织广大中小学生踊跃参与ꎮ 共

青团组织要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团日、 队会等

活动ꎬ 引导团员、 少先队员积极参加ꎮ 妇联要

把五项活动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ꎬ 依托各

级各类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 妇女儿童之家等场所ꎬ 动员家长

和孩子共同参与ꎮ 关工委要组织 “五老” 人员

(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教师、 老模范)
参加活动ꎬ 结合实际为未成年人讲好故事ꎬ 增

强活动的吸引力ꎮ
３ 注重工作创新ꎮ 各地在开展活动中ꎬ 要

注重提升活动内涵ꎬ 把五项活动与爱国主义教

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及文明校园创建

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ꎬ 以集中性活动带动日常

性活动普遍开展ꎬ 在长、 常二字上下功夫ꎮ 要

结合当前未成年人成长的新特点新需求ꎬ 创造

总结更多符合孩子的认知喜好和接受心理、 受

孩子欢迎的活动载体和活动形式ꎬ 使活动更接

地气、 更见实效ꎮ 要注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

融合运用ꎬ 在利用好报刊、 广播、 电视等传统

媒体进行报道的基础上ꎬ 发挥好 “微时代” 背

景下 “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的优势ꎬ 扩大活动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ꎬ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ꎮ
请各地在每项活动结束后及时将活动总结

报主办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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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优秀童谣
征集推广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９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 教育局)、
团委、 妇联: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进一步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

神文化生活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

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决定在全国开展

２０１６ 年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ꎬ 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征集标准
１ 重点征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 培育良好家风校风、 倡导勤

俭节约等中华传统美德主题的作品ꎮ
２ 童谣作品要健康向上、 通俗易懂、 简洁

明快ꎬ 体现童心童趣ꎬ 富有时代气息ꎮ
３ 推荐的童谣须为本地作者创作ꎬ 原则上

为近两年来在省级部门优秀童谣征集活动中的

推广作品ꎬ 或新近创作的作品ꎮ 已在往届全国

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中获得推广的作品不再

推荐ꎮ
二、 实施步骤
１ 征集优秀童谣ꎮ ５—７ 月ꎬ 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会同本

地教育、 共青团、 妇联等部门ꎬ 认真筛选本地

童谣征集推广活动中符合主题的优秀作品ꎬ 每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

推荐不超过 １５ 首ꎮ
２ 确定优秀童谣ꎮ ８—９ 月ꎬ 由主办单位和

相关专家对各地推荐的童谣进行审议ꎬ 选出

８０—１００ 首作品ꎮ 在北京市选择 ２—４ 所小学、
幼儿园ꎬ 对专家推荐的作品进行学习传唱ꎬ 根

据老师和学生的意见ꎬ ９ 月底ꎬ 确定向全国推

广的优秀童谣ꎮ
３ 集中宣传推广ꎮ 中央文明办将汇编优秀

童谣图书ꎬ 组织制作优秀童谣视听作品ꎬ 组织

各地开展优秀童谣传唱活动ꎬ 利用多种方式传

唱优秀童谣ꎮ
三、 具体要求
１ 各地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厅 (教

委、 教育局)、 团委、 妇联要把征集推广优秀

童谣ꎬ 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举措ꎬ 作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 ８０ 周年的实际行动ꎬ 高度重视ꎬ 精心组织ꎬ
积极推荐主题突出、 可读性强、 少年儿童喜爱

的优秀作品ꎮ
２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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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文明办负责对推荐作品审核把关ꎬ 严禁抄

袭ꎮ 入选优秀童谣的作品ꎬ 视为作者授权主办

单位及其指定出版单位 ２０ 年内可以在全国以各

种形式和文本出版、 发行该作品ꎬ 并拥有专有

出版权ꎮ
３ 请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文明办于 ７ 月底前将推荐作品统一报中

央文明办ꎮ 作品请注明作者姓名、 单位、 职业

或学校、 年级ꎮ

附: 优秀童谣推荐表

附件

优秀童谣推荐表

推荐省份:

童谣名称 作者 单位 /学校、 年级 职业 创作时间 本省参选推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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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教育部
财政部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关于印发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的意见»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０ 号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 文明办、 民政厅 (局)、 教育厅

(教委、 教育局)、 财政厅 (局)、 工会、 团委、
妇联: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支持

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ꎬ 现予印发ꎬ 请

认真贯彻落实ꎮ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ꎬ 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ꎮ 志愿服务组织

是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ꎬ 是汇聚社会资源、 传递社会关爱、 弘扬

社会正气的重要载体ꎬ 是形成向上向善、 诚

信互助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ꎮ 伴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ꎬ 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快

速发展ꎬ 志愿服务组织不断涌现ꎬ 对促进志

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ꎬ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

了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 我国志愿服务组织在总

体上还存在着数量不足、 能力不强、 发展环

境有待优化等问题ꎮ 现就支持和发展志愿服

务组织ꎬ 提出以下意见: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以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围绕树立和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ꎬ 坚持

以党的建设为正确引领ꎬ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社会服务需求为出发点ꎬ 以能力建设为基础ꎬ
以建立健全政策制度、 完善体制机制、 增强法

律保障为重点ꎬ 积极扶持发展志愿服务组织ꎬ
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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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凝聚力量ꎮ
(二) 基本原则ꎮ
坚持服务大局、 统筹发展ꎮ 把支持和发展

志愿服务组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

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大

局ꎬ 正确处理志愿服务组织与其他社会服务提

供主体之间的关系ꎬ 统筹不同区域、 不同领

域、 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组织发展ꎮ
坚持分类指导、 突出特色ꎮ 注重服务与管

理并举ꎬ 畅通联系渠道ꎬ 有效发挥志愿服务组

织作用ꎮ 遵循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规律ꎬ 根据志

愿服务组织类别和规模ꎬ 指导各类志愿服务组

织明确定位、 强化管理ꎬ 提升能力、 突出特

色ꎬ 创新方式、 拓展领域ꎬ 有效释放创造力和

生产力ꎬ 不断提高志愿服务专业化科学化

水平ꎮ
坚持正确引导、 依法自治ꎮ 坚持党委领

导、 政府监管ꎬ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ꎬ 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作

用ꎬ 确保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ꎮ 充分

尊重志愿服务组织的社会性、 志愿性、 公益

性、 非营利性特点ꎬ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按照法

律法规和章程开展活动ꎬ 依法自治ꎮ
坚持创新发展、 多方参与ꎮ 着力推进志愿

服务组织、 志愿者与志愿服务活动共同发展ꎬ
筑牢志愿服务组织基础ꎮ 鼓励国家机关、 群团

组织、 企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建立志愿服务队伍ꎬ 引导民生和公

共服务机构开门接纳志愿者ꎬ 形成志愿服务工

作合力ꎬ 扩大志愿服务社会覆盖ꎮ
(三) 主要目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基本建成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ꎬ 布局合理、 管理规范、
服务完善、 充满活力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ꎮ 志

愿服务组织发展环境得到优化ꎬ 初步形成登记

管理、 资金支持、 人才培育等配套政策ꎮ 志愿

服务组织服务范围不断扩大ꎬ 基本覆盖社会治

理各领域、 群众生活各方面ꎬ 涌现一批公信度

高、 带动力强的志愿服务组织ꎮ 志愿服务组织

功能有效发挥ꎬ 成为推进人们相互关爱、 传递

文明的重要渠道ꎬ 成为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改

善民生福祉的有力助手ꎬ 成为增进社会信任、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的有生力量ꎮ

二、 加强志愿服务组织培育
(四) 推进志愿服务组织依法登记ꎮ 坚持

积极引导发展、 严格依法管理的原则ꎬ 提供便

捷高效的服务ꎬ 引导符合登记条件的志愿服务

组织依法登记ꎮ 针对目前大部分志愿服务组织

规模小、 注册资金不足、 缺乏相应专职人员和

固定场所的实际ꎬ 在不违背社会组织管理法律

法规基本精神基础上ꎬ 可以按照活动地域适当

放宽成立志愿服务组织所需条件ꎮ 各有关部门

要在活动场地、 活动资金、 人才培养等方面提

供优先支持ꎬ 激发志愿服务组织依法登记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ꎮ 经单位领导机构或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同意成立的志愿服务组织ꎬ 可以在本

单位、 本社区内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ꎮ 鼓励已

经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为其提供规范指导和工

作支持ꎮ
(五) 健全志愿服务组织孵化机制ꎮ 社会

组织孵化基地要吸纳志愿服务组织进驻ꎬ 在项

目开发、 能力培养、 合作交流、 业务支持等方

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扶持ꎮ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

立专门的志愿服务组织孵化基地ꎬ 支持志愿服

务组织的启动成立和初期运作ꎬ 帮助提升服务

能力ꎮ 积极建立志愿服务组织与国家机关、 群

团组织、 企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组织和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的沟通交流平台ꎬ 鼓励银行、 会

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为志愿服

务组织提供免费的资金证明、 审计、 法律咨询

等服务ꎮ
(六) 积极推进志愿服务组织承接公共服

务项目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符合条件的事业单

位、 群团组织要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

发 〔２０１３〕 ９６ 号) 和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

法 (暂行)» (财综 〔２０１４〕 ９６ 号) 有关要求ꎬ
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成本低、 效率高ꎬ 志愿服务

组织灵活度高、 创新性强的特点ꎬ 积极支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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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组织承接扶贫、 济困、 扶老、 救孤、 恤

病、 助残、 救灾、 助医、 助学等领域的志愿服

务ꎬ 加大财政资金对志愿服务运营管理的支持

力度ꎮ 充分利用志愿服务信息平台等载体ꎬ 及

时发布政府安排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项目ꎬ
为志愿服务组织获取相关信息提供便利ꎮ

(七) 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监督管理ꎮ 加强

志愿服务组织日常监管ꎬ 建立登记管理机关、
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 行业组织和社

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ꎬ 行政监管、 行业自律

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监督管理机制ꎮ 探索建

立登记管理机关评估、 资助方评估、 服务对象

评估和自评有机结合的志愿服务组织综合评价

体系ꎬ 逐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ꎬ 定期对志愿

服务组织的基础条件、 内部治理、 工作绩效和

社会评价等进行跟踪评估ꎬ 将评估情况作为政

府购买社会服务、 社会各界资助以及落实相关

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ꎮ 推进志愿服务组织诚信

建设ꎬ 将志愿服务组织守信情况纳入社会组织

诚信指标体系ꎮ 对业务活动与志愿服务宗旨、
性质严重不符的志愿服务组织建立退出机制ꎻ
志愿服务组织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ꎬ 依法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ꎮ
(八) 强化志愿服务组织示范引领ꎮ 通过

政策引导、 重点培育、 项目资助等方式ꎬ 建设

一批活动规范有序、 作用发挥明显、 社会影响

力强的示范性志愿服务组织ꎮ 按照有关规定对

作出突出贡献的志愿服务组织进行表彰奖励ꎮ
通过推广志愿服务组织培育和管理经验、 建设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库和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库等

方式ꎬ 引领带动其他志愿服务组织科学化规范

化发展ꎮ
三、 提升志愿服务组织能力
(九) 完善组织内部治理ꎮ 登记管理机关、

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管理部门要指导已登记的

志愿服务组织依据章程建立健全独立自主、 权

责明确、 运转协调、 制衡有效的内部治理结

构ꎮ 具备条件的志愿服务组织应设立党的组

织ꎬ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ꎬ 围绕党

章赋予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开展工作ꎬ 团结

凝聚志愿者ꎬ 保证志愿服务组织的政治方向ꎻ
暂不具备条件的ꎬ 要明确责任单位指导志愿服

务组织开展党建工作ꎬ 条件成熟时及时建立党

的组织ꎮ 坚持党建带群建ꎬ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

的积极作用ꎮ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为自身党群组

织开展活动、 发挥作用提供必要支持ꎮ 重点完

善组织决策、 执行、 监督制度和内部议事规

则ꎬ 建立健全人、 财、 物管理制度和内部信息

披露制度ꎬ 准确、 完整、 及时地向社会公开组

织的名称、 住所、 负责人、 机构设置等基本情

况ꎬ 公开年报公告、 财务收支、 捐资使用、 服

务内容、 奖惩情况等重要信息ꎬ 主动接受登记

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和社会监督ꎬ 努力提升志

愿服务组织的社会公信力ꎮ 有会员单位或分支

机构的ꎬ 应指导其加强内部管理ꎮ
(十)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ꎮ 国家层面建立

志愿服务组织人才示范培训机制ꎬ 有条件的地

区可依托高等院校、 党校、 团校等教育培训机

构建立志愿者培训基地ꎬ 加快培养一批长期参

与志愿服务、 熟练掌握服务知识和岗位技能的

志愿者骨干ꎬ 着力培养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
熟悉现代管理知识、 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志愿

服务组织管理人才ꎮ 国家机关、 群团组织、 企

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要积极支持本单位、 本社区的专业人才加入

志愿服务组织ꎬ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不断优化

志愿者队伍结构ꎮ 志愿服务组织要注重招募、
使用专业志愿者ꎬ 建立健全志愿者日常管理培

训制度ꎬ 对于专业性要求高的志愿服务项目ꎬ
要强化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ꎬ 不断提高志愿者

能力素质ꎮ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通过规范招募、
科学管理、 创新服务ꎬ 培养、 吸引和留住优秀

志愿者ꎮ
(十一) 增强组织造血功能ꎮ 积极探索通

过志愿服务交流会、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有效

举措ꎬ 指导志愿服务组织牢固树立项目意识、
品牌意识ꎬ 不断提升战略谋划、 项目运作和宣

传推广能力ꎬ 通过优秀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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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各方资源ꎬ 吸引资助者ꎮ 支持志愿服务组

织通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 积极参加公益创业

和公益创投、 争取政府补贴与社会捐赠等多种

途径ꎬ 妥善解决志愿服务运营成本问题ꎬ 为组

织持续发展提供动力ꎮ
(十二) 加强志愿服务行业自律ꎮ 加大对

志愿服务领域行业组织的扶持发展力度ꎬ 充分

发挥其在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中的先行规范和自

我约束作用ꎬ 引导行风建设ꎬ 加强行业监督ꎬ
为志愿服务组织监管提供有力辅助ꎻ 充分发挥

行业组织在志愿服务组织服务中的牵头和协调

作用ꎬ 促进行业沟通ꎬ 反映行业诉求ꎬ 推动行

业创新ꎬ 为志愿服务组织发展争取有力支持ꎮ
各地要为志愿服务行业组织发挥行业监督约束

作用、 加强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环境ꎬ 逐步建立

健全与行业发展相适应、 覆盖全面、 运行有

效、 作用明显的行业自律体系ꎮ
四、 深化志愿服务组织服务
(十三) 强化志愿服务供需对接ꎮ 立足需

求ꎬ 着眼民生ꎬ 有关单位和社区要积极向志愿

服务组织开放更多公共资源ꎬ 鼓励街道 (乡
镇)、 城乡社区为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服务场所ꎮ
充分运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ꎬ 搭建社区志愿服

务平台ꎮ 支持和鼓励社会志愿服务组织走进社

区ꎬ 了解和征集群众需求ꎬ 结合自身能力特点ꎬ
有针对性地做好志愿服务规划ꎬ 设计服务项目ꎬ
开展服务活动ꎬ 切实使服务对象受益ꎮ 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ꎬ 及时有效匹配志愿服务供给与

需求ꎮ 推广 “菜单式” 志愿服务经验ꎬ 鼓励引

导志愿服务组织公开本组织志愿者技能、 特长

和提供服务时间等信息ꎬ 与群众需求有机结合ꎬ
逐步建立志愿服务供需有效对接机制和服务长

效机制ꎬ 全面提高志愿服务水平ꎮ
(十四) 推广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 协

作机制ꎮ 鼓励志愿服务组织招募使用社会工作

者ꎬ 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在开展

公益活动时招募志愿者ꎮ 建立志愿服务组织与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常态化合作机

制ꎬ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在组织策划、 项目运

作、 资源链接等方面的专业优势ꎬ 发挥志愿者

热情高、 来源广、 肯奉献的人力资源优势ꎬ 形

成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协调配合、 共同开展服

务的格局ꎬ 促进志愿服务专业化规范化ꎮ
(十五) 全面推行志愿服务记录制度ꎮ 依

托和完善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ꎬ 实施应用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ＭＺ / Ｔ０６１—
２０１５)ꎬ 实现志愿服务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数据

的有效汇集ꎬ 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志愿者、 开

展志愿服务记录工作提供技术支撑ꎮ 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根据 «志愿服务记录办法» (民函

〔２０１２〕 ３４０ 号) 和 «关于规范志愿服务记录

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发 〔２０１５〕 １４９ 号)
要求ꎬ 指导志愿服务组织及时、 完整、 准确记

录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信息ꎬ 保护志愿者个

人隐私ꎬ 规范开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ꎬ 科学开

展志愿者星级认定ꎬ 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时间储

蓄制度ꎬ 不断提高志愿服务组织的服务效能和

管理水平ꎮ
(十六) 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方法ꎮ 指导志

愿服务组织明确服务方向ꎬ 紧紧围绕党和政府

中心工作和群众所需所盼ꎬ 持续推进扶贫、 济

困、 扶老、 救孤、 恤病、 助残、 救灾、 助医、
助学和大型社会活动等重点领域的志愿服务ꎮ
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发挥优势、 各展所长ꎬ 积极

推进党员志愿服务、 青年志愿服务、 老年志愿

服务、 学生志愿服务、 巾帼志愿服务等有序开

展ꎬ 打造项目精品ꎬ 形成品牌效应ꎮ 鼓励博物

馆、 图书馆、 纪念馆、 文化馆、 文物保护单位

等设立志愿服务站点ꎬ 招募使用志愿者ꎮ 积极

探索 “互联网＋志愿服务”ꎬ 支持志愿服务组织

安全合规利用互联网优化服务ꎬ 创新服务方

式ꎬ 提高服务效能ꎬ 加强对网络社团等新型组

织的志愿服务规范管理ꎮ 严格规范志愿服务组

织涉外合作ꎬ 确保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ꎮ
五、 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组织

领导
(十七) 健全工作机制ꎮ 坚持党委政府领

３６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导ꎬ 落实中央文明委工作部署ꎬ 文明办要发挥

好牵头作用ꎬ 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行政管理工

作职责ꎬ 与相关部门、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共

同推进志愿服务组织发展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注重研究、 规划和推动志愿服务事业ꎬ 细化政

策措施ꎬ 加大激励保障力度ꎬ 建立健全支持和

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长效机制ꎬ 推动形成志愿

服务工作经常化制度化ꎮ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

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ꎬ 利用工作之余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ꎮ 倡导鼓励广大公务员、 专业技术

人员、 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 公众人物等积极

加入志愿服务组织ꎬ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ꎬ 共产

党员、 共青团员要作出表率ꎮ
(十八) 加大经费支持和保险保障ꎮ 各地

要逐步扩大财政资金对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支

持规模和范围ꎬ 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财税政

策支持ꎬ 落实各项财税优惠政策ꎮ 积极推进政

府购买服务ꎬ 支持志愿服务组织立足自身优

势ꎬ 承接相关服务项目ꎮ 单位领导机构和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对单位、 社区内部志愿服务组

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要给予经费支持ꎮ 依法

大力发展志愿服务基金ꎬ 切实加强管理ꎬ 积极

搭建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与志愿服务组织之间

的桥梁ꎬ 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支持志愿服务组织

发展ꎮ 鼓励多渠道筹资为志愿者购买保险ꎬ 鼓

励保险公司与志愿服务组织合作ꎬ 设计开发符

合志愿服务特点、 适应志愿服务发展需要的险

种ꎬ 为志愿服务活动承保ꎬ 为志愿服务组织健

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ꎮ
(十九) 营造良好环境ꎮ 要在全社会大力

弘扬雷锋精神ꎬ 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ꎬ 培育学雷锋志愿服务文化ꎮ 坚持

立足中国国情ꎬ 体现中国特色ꎬ 讲好中国故

事ꎬ 积极支持有利于志愿服务发展的研究、 交

流与合作ꎮ 加强志愿服务经验总结和推广交

流ꎬ 广泛宣传志愿服务组织在提高国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保障改善

民生中的重要作用ꎬ 为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营造

良好氛围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城市深化创建工作、
保持创建经常化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
经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ꎬ 为督促全国文明

城市 (区) 保持创建经常化ꎬ 促进提名城市

(区) 提高创建水平ꎬ 确保文明城市的含金量

和公信力ꎬ 确保文明城市的良好社会形象ꎬ 中

央文明办将进一步加强对全国文明城市 (区)

和提名城市 (区) 的动态管理和督促指导ꎮ 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工作要求
１ 贯彻中央精神要求ꎮ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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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
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贯彻落实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ꎬ 紧紧围绕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ꎬ 认真贯彻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新要求新部署ꎬ 站在 “十三五” 新

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ꎬ 进一步

提高创建水平ꎬ 以丰硕的创建成果为党的十九

大召开营造向上向善、 文明进步的社会氛围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ꎮ

２ 突出思想道德内涵ꎮ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引导人们树立国家意

识、 法治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ꎬ 突

出软环境建设ꎬ 突出城市文化建设ꎬ 突出市民

素质建设ꎬ 突出社会风尚建设ꎬ 突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ꎬ 加大公益广告宣传力度ꎬ 推进

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大力营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ꎬ 培育良好家

风、 乡风、 校风、 行风ꎬ 不断提高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市文明程度ꎮ
３ 建设和谐宜居城市ꎮ 着力推进绿色城

市、 智慧城市、 创新城市、 人文城市建设ꎬ 着

力打造优美环境、 优良秩序、 优质服务ꎬ 着力

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ꎬ 创造优良

人居环境ꎬ 做到保护自然景观、 延续历史文

脉、 保持特色风貌、 宜居宜业宜游、 增强发展

活力ꎬ 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丽家园ꎮ
４ 注重创建利民惠民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ꎬ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工作导

向ꎬ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ꎬ 完善城市公共服

务ꎬ 增加便民利民设施ꎬ 多为群众解难事、 办

好事、 做实事ꎬ 让人民群众不断增强获得感和

幸福感ꎬ 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 更舒适、 更安

全ꎬ 进一步提升对创建工作的满意度ꎮ
５ 着力强化问题导向ꎮ 对于市民反映强烈

的食品安全、 医疗卫生、 学校教育、 交通秩

序、 社会治安、 环境质量、 窗口服务、 社会风

尚、 治理 “黄赌毒” 等方面的突出问题ꎬ 对症

下药、 综合施策ꎬ 立行立改、 确保实效ꎮ 对于

存在问题较多的老旧片区、 背街小巷、 农贸市

场、 城郊接合部等场所ꎬ 加大整治力度ꎬ 补齐

工作短板ꎬ 消除死角盲区ꎮ
６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ꎮ 顺应时代发展和人

们思想变化特点ꎬ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

发展和信息化加快推进的新情况ꎬ 积极推进精

神文明创建理念、 内容、 载体、 手段、 机制创

新ꎬ 注重互联网、 手机客户端等新兴媒体的运

用ꎬ 使创建活动更加接地气、 顺民意ꎬ 不断拓

展创建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７ 加强城乡一体共建ꎮ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向所辖镇、 村等农村地区延伸拓展ꎬ 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加大镇街、 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力度ꎬ
整治脏乱差现象ꎬ 打造整洁美化、 和谐宜居的

居住环境ꎮ 遏制农村陋习ꎬ 推进移风易俗ꎮ
８ 健全完善长效机制ꎮ 将文明城市创建作

为落实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战略方针、 推

动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载

体ꎬ 摆上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ꎬ 做到党政主

要领导亲自抓部署、 亲自抓督促、 亲自抓落

实ꎬ 健全完善保持工作长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ꎬ 把各个部门、 社会各界、 广大市民的力

量调动起来ꎬ 注重创建过程、 提升质量水平、
保持创建经常化ꎬ 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搞花架

子、 劳民伤财现象ꎬ 持之以恒推进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ꎮ
二、 具体举措
１ 组织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ꎮ 今年下半

年ꎬ 中央文明办将组织对 １２３ 个地级以上提名

城市 (区) 进行全国文明城市和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测评ꎬ 年度测评成绩按一定比例

计入三年测评总成绩ꎬ 作为明年评选第五届全

国文明城市的重要依据ꎮ
２ 开展文明城市巡礼宣传ꎮ 今年下半年ꎬ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将组织中央主要新闻媒体

开展文明城市巡礼ꎬ 宣传创建工作扎实、 创建

成效明显、 创建经验可学、 群众反映较好的典

型ꎬ 展示全国文明城市 (区) 和提名城市

(区) 的良好风貌ꎮ 各地可及时将这方面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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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料报送中央文明办ꎮ
３ 加大对县级创建的指导推动力度ꎮ 中央

文明委明年将加大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的评选表

彰力度ꎬ 推动全国近 ２０００ 个县和县级市深化文

明城市创建ꎬ 使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在推动国家

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请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文明委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ꎬ
对辖区内的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加强动

态管理、 强化督促指导ꎬ 今年继续以省为单位

组织省级测评ꎬ 请各地及时将测评结果报送中

央文明办ꎮ 今年和去年省内测评成绩ꎬ 将作为

明年推荐全国县级文明城市评选候选城市的依

据ꎮ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的推荐评选办法另行

通知ꎮ
４ 开展全国文明城市暗访督查ꎮ 今年下半

年ꎬ 中央文明办牵头组建暗访组ꎬ 从 ８７ 个全国

文明城市 (区) 和 ２８６ 个提名城市 (区) 中随

机抽选暗访对象ꎬ 采取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定时间、 直接暗访的方式进行督促检查ꎬ 着

重发现各地创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指导推动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和提名城市 (区) 强化问

题导向、 补齐工作短板ꎬ 注重群众评价、 克服

形式主义ꎬ 完善创建机制、 保持创建经常化ꎮ
对于暗访中发现的存在问题较多、 群众意见较

大、 创建力度松懈、 工作明显滑坡的城市

(区)ꎬ 中央文明办将采取媒体曝光、 限期整

改、 取消提名城市 (区) 参评资格、 停止全国

文明城市 (区) 资格的惩戒措施ꎮ
５ 各地文明委、 文明办要切实履职尽责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委、 文明办要按照

与中央文明办签订的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责任书» 要求ꎬ 切实担负起属地管理责

任ꎬ 担负起省内文明城市创建的主体责任ꎬ 加

大日常督促检查指导力度ꎬ 健全完善创建工作

激励和惩戒机制ꎬ 防止文明城市工作滑坡ꎬ 防

止提名城市工作松懈ꎬ 推动形成你追我赶、 力

争上游的创建格局ꎮ
请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及时将本

通知转发辖区内的全国文明城市 (区) 和提名

城市 (区) 文明委、 文明办ꎮ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 «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规划实施方案»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 财政厅 (局)、 教育厅 (教委、 教育

局):
为做好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管理工作ꎬ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联

合制定了 «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规划实施方案»ꎬ 现印发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

区、 本部门实际贯彻落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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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规划实施方案

为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任

务ꎬ 落实脱贫攻坚工程的要求ꎬ 进一步加强农村

中小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ꎬ 提升农村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水平ꎬ 现就 “十三五” 时

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提出如下规划实施方案ꎮ
一、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指导思想

和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从无到

有、 由点及面ꎬ 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全面完成ꎬ
各地采取多种形式自建了一批不同规模的乡村

学校少年宫ꎬ 有效改善了农村中小学生课外活

动阵地薄弱的状况ꎬ 推动了农村学校素质教育

发展ꎮ “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ꎬ 要进一步加大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力

度ꎬ 满足更多农村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ꎬ
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ꎮ

１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指导思想ꎮ 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

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发

〔２００４〕 ８ 号)、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１３ 号) 和

«关于全面加强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国
办发 〔２０１５〕 ７１ 号)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坚持立德树人ꎬ 充分发挥

乡村学校少年宫在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中的平台作用ꎬ 推进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

会教育协调互动ꎬ 促进农村未成年人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ꎮ
２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发展目

标ꎮ 今后五年ꎬ 要在已有建设成果基础上ꎬ 努

力实现以下目标任务ꎮ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ꎮ 利用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新建 ８０００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推动

各地再自建 １００００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全国各类乡村学校少年宫总数争取达到

５００００ 所ꎬ 使全国 ６０％的乡镇至少有 １ 所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扶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全

国 ２０％以上的乡镇农村学校建有乡村学校少

年宫ꎬ 受益农村未成年人数达到 ２０００ 万以

上ꎮ 全国文明城市、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率先实现每个乡镇至少有 １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建设质量进一步提高ꎮ 乡村学校少年

宫布局更加合理ꎬ 建设渠道趋向多样ꎬ 建设周

期明显缩短ꎬ 器材配备科学规范ꎬ 辅导员水平

稳步提高ꎬ 资源整合力度逐步加强ꎬ 资金使用

效益更加明显ꎮ
———活动效果进一步提升ꎮ 乡村学校少年

宫活动时间得到保障ꎬ 活动种类日益多样ꎬ 活

动质量普遍提高ꎬ 学生参与率逐步扩大ꎬ 素质

教育得到充分体现ꎬ 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ꎮ
———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ꎮ 乡村学校少年

宫组织领导工作明显加强ꎬ 管理制度更加健

全ꎬ 日常运转得到基本保障ꎬ 考核评估机制不

断完善ꎬ 激励机制建设更有成效ꎮ
３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基本原则ꎮ 乡村

学校少年宫ꎬ 是依托乡镇小学校 (含九年一贯

制学校) 的现有场地、 教室和设施ꎬ 进行修缮

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ꎬ 依靠学校教师和志愿

者进行管理ꎬ 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课

外活动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ꎮ 在建设使用管理

７６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乡村学校少年宫过程中ꎬ 必须始终坚持公益

性、 自愿性、 基础性、 普及性原则ꎮ
———坚持公益性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面向在

校学生免费提供文化服务ꎬ 不开展任何营利性

的经营活动ꎬ 不开办收费特长班、 培训班ꎬ 不

得组织学生参加以营利为目的的文体竞赛活

动、 商业性庆典活动ꎮ
———坚持自愿性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坚持以

人为本的理念ꎬ 充分尊重学生、 家长的意愿ꎬ
结合学校实际和学生需求开设活动项目ꎬ 学生

自愿选择参加ꎬ 不能强迫学生参与ꎮ
———坚持基础性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立足开

展文体、 娱乐、 科普、 实践等基础性活动和道

德实践活动ꎬ 着眼未成年人基本素质的提高ꎬ
满足对未成年人基础能力、 基本技能培养的需

要ꎬ 坚决避免成为学校的教辅阵地和课堂

延续ꎮ
———坚持普及性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

面向所有在校学生ꎬ 努力扩大参与面ꎬ 满足学

生普遍需求ꎬ 不能着眼于少数特长生、 技能生

的培养ꎮ
二、 进一步提高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

设质量
严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关ꎬ 坚持项目选

址精准、 资金使用精准、 器材配备精准ꎬ 坚持

专款专用、 严格标准、 提高效益ꎬ 把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建成阳光工程、 惠民工程、 示范工

程ꎬ 更好地服务农村未成年人ꎮ
１ 支持贫困地区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认

真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 (中发 〔２０１５〕 ３４ 号)ꎬ 加强教育脱

贫ꎬ 按照中西部地区优先、 贫困地区农村小学

校 (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优先的原则确定项目

指标、 开展项目建设ꎬ 适当向百县万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所在村的小学校 (含九年

一贯制学校) 倾斜ꎬ 优先考虑寄宿制学校、 留

守儿童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集中的学校ꎮ 重点

保障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和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５４％的乡镇有 １ 所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９０％
的乡镇有 １ 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扶持或地方

自建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２ 精心做好场所建设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主

要依托学校现有资源ꎬ 通过修缮、 改造、 共享

等方式开展场所建设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场所布

局与学校合二为一ꎮ 要坚持立足实际ꎬ 注重闲

置利用、 一室多用ꎬ 做到教室就是活动室ꎬ 操

场就是活动场ꎬ 课桌就是活动台ꎬ 不另起炉

灶ꎬ 不重新建设ꎬ 提高活动场所的经济性、 实

用性ꎮ 要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器

材ꎬ 定期检查、 维修、 更换老化设施ꎬ 防止意

外事故发生ꎮ 要严控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周

期ꎬ 每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ꎬ 应在本年度内完成建设并投入

使用ꎬ 在下一年度 ６ 月底前ꎬ 向社会公告项目

资金分配使用和项目执行情况ꎻ 地方自建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ꎬ 自项目资金下拨到位之日起ꎬ
应在半年内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３ 规范活动器材采购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要

根据学生兴趣爱好、 地方文化特色等情况ꎬ 配

备符合学校实际、 学生利用率高的德育类、 艺

术类、 体育类、 科技制作类等活动器材ꎮ 器材

采购可采取市县统一采购、 项目学校自主采购

等多种方式ꎬ 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ꎬ 按照政府

采购有关规定执行ꎮ 要坚持采购流程透明高

效ꎬ 提前了解器材需求ꎬ 缩短采购周期ꎬ 降低

采购成本ꎬ 保证采购按时按质完成ꎮ 要坚持器

材简朴实用ꎬ 量力而行ꎬ 注重种类适度均衡ꎬ
防止出现重复配置、 器材闲置等现象ꎬ 禁止采

购正常的学校教育教学设备和笔记本电脑、 空

调、 单价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摄影摄像器材、 单价

１ ２ 万元以上的钢琴等贵重设备ꎮ 要做好器材

标识工作ꎬ 由彩票公益金资助采购的器材ꎬ 在

显著位置统一标识 “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

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 字样ꎮ
４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ꎮ 要充分发挥学校

教师在乡村学校少年宫运转中的骨干作用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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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师为主体组建学校辅导员队伍ꎬ 创造条

件让他们参与辅导、 施展所长、 教学相长ꎬ 为

他们参加专业培训提供机会ꎬ 不断提高教师辅

导员的专业素质和辅导水平ꎮ 要努力充实乡村

学校少年宫音体美等专业辅导员力量ꎬ 通过特

岗计划等多种方式为项目学校引进一批留得

下、 稳得住的一专多能教师担任辅导员ꎬ 采取

对口联系、 下乡巡教等方式推动城市专业教师

到乡村学校少年宫支教ꎮ 要进一步壮大校外辅

导员队伍ꎬ 发挥县市文明办和教育行政部门的

统筹协调作用ꎬ 面向高校学生、 民间艺人、 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特定人群和校外活动场

所、 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专业人员ꎬ 建立统一

的区域性校外辅导员资源库ꎬ 根据需要安排他

们到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志愿辅导ꎮ
５ 推动社会资源整合ꎮ 积极整合区域内阵

地资源ꎬ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与乡镇综合文化

站、 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阵地实现资源共享ꎬ 鼓励城市青少年

宫、 科技馆、 图书馆等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定期开展 “快乐大篷车”、 “科技馆进校园”、
“图书漂流” 等活动ꎬ 进一步丰富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活动形式和内容ꎮ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

力量参与ꎬ 整合地方文化惠民工程、 各部门各

行业惠农项目、 公益慈善项目中服务农村未成

年人的资源ꎬ 争取文明单位在资金、 设施、 技

术、 人才等方面的支持ꎬ 采取冠名、 挂牌等形

式吸引社会捐助ꎬ 推动各类资源向乡村学校少

年宫倾斜ꎬ 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ꎮ 大力开

发网络资源ꎬ 结合 “互联网＋” 发展新形势ꎬ
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资源共享网络平台建设ꎬ
推广使用未成年人课外活动网络资源包ꎬ 用好

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ꎬ 使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村

未成年人享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ꎮ
三、 进一步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

效果
注重活动育人ꎬ 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

的教育服务功能ꎬ 为培养未成年人社会责任

感、 法治意识、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开辟更多

渠道ꎬ 为农村中小学生成为有用之才创造更多

机会ꎮ
１ 保障活动时间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开放

时间为平日放学后、 节假日和寒暑假ꎮ 各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活动时间ꎬ 保证每周活

动不少于 ２ 次ꎬ 累计活动时间不少于 ２ 小时ꎮ
平日活动要保证各类项目正常运转ꎬ 吸纳在校

学生普遍参与ꎻ 节假日和寒暑假活动以体育类

和兴趣小组活动为主ꎬ 为学生参与创造条件ꎮ
要把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列入课程表ꎬ 参照课

程管理安排活动ꎬ 做到有课程安排、 有教师管

理、 有考勤记录ꎬ 实现活动经常化、 规范化ꎮ
２ 丰富活动内容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

以德育类、 艺术类、 体育类、 科技制作类和特

色类活动为主ꎬ 活动项目设计应充分考虑学生

兴趣爱好、 教师专业专长和地方文化特色ꎬ 按

照 “学生需什么、 教师会什么、 地方有什么”
的原则合理设置ꎮ 要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

娱乐活动、 以乐促智ꎬ 开展力所能及的技能培

训活动、 以技促能ꎬ 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实践

活动、 以德育人ꎬ 着力提高学生的基本素养和

综合素质ꎮ 要区别于学校课程设置和内容ꎬ 增

加德育、 科技、 文史、 艺术、 体育等课程的实

践环节ꎬ 设计开发相关活动项目ꎬ 积极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ꎮ
３ 增强活动效果ꎮ 要不断扩大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学生参与面ꎬ 采取群体类活动与小班类

活动统筹安排、 热门活动一周多设、 学生参与

按期轮换等多种方式ꎬ 为更多农村未成年人提

供参加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机会ꎬ 并鼓励具

备条件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面向周边中小学校学

生免费开放ꎮ 要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德

育平台作用ꎬ 把乡村学校少年宫作为农村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ꎬ 坚持立德树

人ꎬ 突出思想道德内涵ꎬ 广泛开展 “我的中国

梦”、 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学习和争做 “美德

少年”、 优秀童谣传唱等主题实践活动ꎬ 教育

引导未成年人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ꎬ 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要设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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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开放式、 社会化的活动项目ꎬ 引导家长主

动走进学校、 学生积极融入社会ꎬ 加强教师、
家长、 学生、 社工之间的沟通联动ꎬ 促进学校

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协调互动ꎬ 构建农

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 “三结合” 教育网

络ꎮ 要进一步创新活动形式ꎬ 多采取未成年人

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活动ꎬ 融入时尚元素ꎬ 运

用现代技术ꎬ 彰显地方特色ꎬ 体现参与互动ꎬ
把知识性、 科学性、 娱乐性、 趣味性有机结合

起来ꎬ 不断增强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吸引

力、 感染力ꎬ 激发农村未成年人的活力和创

造力ꎮ
四、 进一步健全完善乡村学校少年宫

制度机制
认真总结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经验做

法ꎬ 努力解决制约项目发展的制度性问题ꎬ 进

一步健全完善相关机制ꎬ 促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可持续运转ꎮ
１ 健全组织领导体系ꎮ 各级文明委要高度

重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将其作为加强农村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促进农村未成年人全

面发展的重要抓手ꎬ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ꎬ
制定落实本方案的具体办法ꎬ 指导推动各有关

部门认真组织实施ꎬ 切实完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规划目标ꎮ 各级文明办要认真履行组织协

调职责ꎬ 会同财政、 教育等部门做好建设规

划、 资源整合、 项目培训、 活动指导、 检查考

核、 经验总结等工作ꎮ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

项目学校的具体指导ꎬ 认真做好设施修缮、 器

材选配、 活动组织、 队伍建设、 日常管理等工

作ꎮ 财政部门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ꎬ 做好有关

预算管理和执行等工作ꎮ 各级文明委成员单位

要发挥部门优势ꎬ 为乡村学校少年宫提供物质

支持、 活动资源和师资力量ꎬ 形成共建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合力ꎮ
２ 强化项目日常管理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实

行校长负责制ꎬ 项目建设优先选择校长有责任

心、 有能力、 有热情承建的学校ꎮ 项目学校要

设立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办公室ꎬ 校长担任主

任ꎬ 分管副校长或教导主任担任副主任ꎬ 配备

２ 名以上专兼职工作人员ꎬ 负责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日常运行管理ꎮ 省级文明办应会同财政、
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新建项目学校校长培

训ꎮ 项目学校要建立完善乡村学校少年宫各项

制度ꎬ 制定乡村学校少年宫主任、 副主任、 教

师辅导员、 校外辅导员等各类人员岗位职责ꎬ
出台器材管理、 辅导员管理、 活动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 后勤保障等规章制度ꎬ 确保工作规

范有序开展ꎮ 要建立乡村学校少年宫档案管理

制度ꎬ 明确 “一校一档”ꎬ 对活动器材、 辅导

员队伍、 活动项目、 考勤登记、 财务账本、 制

度规范等情况进行记录归档ꎮ 要加强安全教

育ꎬ 对参加活动的学生开展必要的自护自救教

育ꎬ 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ꎬ 有条件

的学校可投保校方责任保险ꎬ 并提倡学生自愿

参加意外伤害保险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所属活动

场所和器材设备归学校所有ꎬ 学校要按有关规

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ꎮ
３ 完善运转保障机制ꎮ 各地要积极推动地

方党委政府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列入为民办

实事项目ꎬ 加强支持力度ꎮ 要发挥中央项目运

转补助经费的最大效益ꎬ 用于已开展活动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专项补助ꎬ 培训乡村学校少年宫

管理人员ꎬ 适当补贴校外辅导员志愿开展辅

导ꎬ 支持校内志愿辅导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并

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参加专业培训ꎮ 各地对乡

村学校少年宫的扶持经费ꎬ 应优先保障中央项

目的正常运转ꎬ 可以采取购买服务、 项目补

贴、 定向资助、 以奖代补等多种方式ꎬ 支持乡

村学校少年宫开展活动ꎮ 项目学校应保障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经费全额使用ꎬ 不得挤占挪用ꎬ
并合理利用教育经费、 争取社会资金支持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运转和维护ꎮ 积极探索将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纳入各级校外教育体系ꎬ 与校外

活动场所建设使用同安排、 同部署ꎬ 实现乡村

学校少年宫常态化发展ꎮ
４ 加大考评激励力度ꎮ 各省 (区、 市) 文

明办要全面落实乡村学校少年宫考核评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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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ꎬ 根据 “十二五” 期间实施情况修改完善

«乡村学校少年宫考核评估标准»ꎬ 从项目规

划、 服务对象、 活动内容、 时间安排、 运行效

果、 内部管理、 辅导员队伍、 经费使用、 社会

评价等方面设置相应指标ꎬ 每年对乡村学校少

年宫工作成效进行考核评估ꎬ 考评结果作为发

放运转补助、 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ꎮ 教育行政

部门要将乡村学校少年宫运转情况作为对项目

学校评价考核的重要指标ꎬ 推动学校将乡村学

校少年宫工作与教学管理工作结合起来ꎬ 同部

署、 同安排、 同考核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考评情

况要与学校和校长的评优评先挂钩ꎬ 对工作不

得力的学校和校长ꎬ 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做出

相应处理ꎮ 要进一步加大教师辅导员的激励力

度ꎬ 积极探索教师辅导员工作补贴的解决方

式ꎬ 推动将教师辅导员培训纳入地方中小学教

师培训计划ꎬ 试行将教师辅导员开展乡村学校

少年宫活动的情况和效果纳入学校绩效考核ꎬ
并与教师评优评先、 职称评定、 进修培训等挂

钩ꎮ 各级文明办要把乡村学校少年宫辅导员、
管理员等工作者ꎬ 纳入各级道德模范、 身边好

人和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的评选ꎮ 要把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管理使用情况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之

中ꎬ 列为精神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ꎬ 并作

为评选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文明

校园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先进单位等的重要依据ꎮ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 财政厅 (局)、 教育厅 (教委、 教育

局):
为规范和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ꎬ 根据 «彩票管理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５４ 号) 和 «彩票公益金管

理办法» (财综 〔２０１２〕 １５ 号) 等有关规定ꎬ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联合制定了 «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

理办法»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 本

部门实际贯彻落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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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作

用ꎬ 切实规范和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ꎬ 根据 «彩票管理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５４ 号)、 «彩票公益金管理

办法» (财综 〔２０１２〕 １５ 号) 和 «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 (财教 〔２０１６〕 １８９ 号) 等有关规定ꎬ 制

定本办法ꎮ
第二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是指依托乡镇

小学校 (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现有场地、 教室

和设施ꎬ 进行修缮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ꎬ 依

靠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管理ꎬ 在课余时间和节假

日组织开展普及性校外活动的公益性活动

场所ꎮ
第三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应当坚持

公益性、 自愿性、 基础性、 普及性原则ꎬ 所

有在校学生可以自愿、 免费参加活动ꎬ 满足

学生基础能力、 基本技能培养的需要ꎮ 乡村

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ꎬ 是指由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和教育部安排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ꎬ 开展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申报、 建设、
运转等工作ꎮ

第二章　 项目选址与申报
第四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申报学校须

有可供课外活动使用的校舍ꎬ 有一定数量的专

业教师、 志愿者作为辅导员ꎬ 能够保证活动正

常开展ꎮ
第五条　 中央文明办会同财政部、 教育部

根据年度项目资金预算情况和建设规划安排ꎬ
确定当年项目总数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项目建设指标ꎮ 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建设指标分配ꎬ 综合考虑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乡镇 (苏木) 数和农村人口数ꎬ 体

现中西部地区优先、 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校 (含
九年一贯制学校) 优先的原则ꎬ 优先考虑寄宿

制学校、 留守儿童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集中的

学校ꎮ
第六条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会同财政、 教育行政部门ꎬ
根据年度项目指标数量和建设规划安排制定本

地指标分配方案ꎬ 组织各地市进行申报ꎬ 经审

核公示后确定项目学校名单ꎬ 并于每年 ６ 月底

前报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备案ꎮ
第七条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应建立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学校资

源库ꎬ 将符合建设条件、 自愿申报项目的乡镇

小学校 (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纳入其中ꎬ 做好

学校所属地区、 学生规模、 寄宿生比例、 留守

儿童比例等资料的收集ꎬ 并对资源库的学校名

单和基础数据及时进行更新ꎬ 使项目选址更加

精准、 科学ꎮ
第三章　 项目培训与建设

第八条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会同财政、 教育行政部门ꎬ
对当年建设的所有项目学校的校长进行集中培

训ꎬ 学习先进经验ꎬ 明确工作要求ꎬ 提高校长

的认识水平和建管能力ꎮ
第九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场所布局与项目

学校合二为一ꎬ 通过修缮、 改造、 共享等方式

开展场所建设ꎮ 场所内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

志和防护器材ꎬ 定期检查、 维修、 更换老化设

施ꎬ 防止意外事故发生ꎮ
第十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应根据学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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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 地方文化特色等情况ꎬ 配备符合项目学

校实际、 学生利用率高的德育类、 艺术类、 体

育类、 科技制作类等活动器材ꎮ
第十一条　 器材采购可采取市县统一采购

或项目学校自主采购等方式ꎬ 属于政府采购范

围的ꎬ 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ꎮ 禁止采购

正常的学校教育教学设备和笔记本电脑、 空

调、 单价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摄影摄像器材、 单价

１ ２ 万元以上的钢琴等贵重设备ꎮ
第十二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辅导员队伍要

以项目学校教师为主体ꎬ 并积极招募思想政治

素质高、 责任心强、 有能力承担活动辅导工作

的高校学生、 民间艺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和校外活动场所、 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专业

人员等担任校外辅导员ꎮ
第十三条 　 每年度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ꎬ 除特殊情况外ꎬ 应在本年度内完成建设并

投入使用ꎮ
第十四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应充分利

用项目学校现有资源、 周边公共设施和社会各

界力量ꎬ 实现资源整合ꎬ 共建共享ꎮ
第四章　 项目运行

第十五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开放时间为

平日放学后、 节假日和寒暑假ꎮ 各地可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具体活动时间ꎬ 应保证每周活动不

少于 ２ 次ꎬ 累计活动时间不少于 ２ 小时ꎮ
第十六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开放对象主

要为项目学校在校学生ꎬ 学生参与率应达到

８０％以上ꎮ 鼓励具备条件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面

向周边中小学校学生开放ꎮ
第十七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内容:
(一)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ꎬ 以

乐促智ꎮ 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ꎬ 因地制

宜ꎬ 广泛开展未成年人喜闻乐见、 乐于参与的

歌咏、 乐器、 舞蹈、 绘画等艺术活动ꎬ 球类、
武术、 棋艺、 跳绳等体育活动ꎬ 以及滚铁环、
灯谜、 放风筝、 舞龙灯等乡土文化特色活动ꎮ

(二) 开展力所能及的技能培训活动ꎬ 以

技促能ꎮ 立足于师资、 场地、 设施等条件ꎬ 开

展科技、 手工、 种植等活动ꎻ 根据地域文化和

学校特色ꎬ 开设陶艺、 编织、 木偶、 剪纸、 民

乐、 戏曲等项目ꎮ
(三) 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实践活动ꎬ 以

德育人ꎮ 广泛开展 “我的中国梦”、 爱国主义

宣传教育、 学习和争做 “美德少年”、 优秀童

谣传唱、 生命安全、 环境保护等主题实践活

动ꎮ 精选适合未成年人阅读的红色经典和传统

经典ꎬ 结合 “我们的节日”ꎬ 积极开展经典诵

读活动ꎮ
第十八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不能成为学校

的教辅阵地和课堂延续ꎬ 活动项目应区别于学

校课程设置和内容ꎬ 突出实践特色ꎬ 并充分考

虑学生兴趣爱好、 教师专业专长和地方文化特

色ꎮ 活动安排应列入项目学校课程表ꎬ 参照课

程进行管理ꎬ 实现活动经常化、 规范化ꎮ
第五章　 项目组织管理

第十九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实行校长负责

制ꎮ 项目学校应设立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办公

室ꎬ 校长担任主任ꎬ 分管副校长或教导主任担

任副主任ꎬ 配备 ２ 名以上专兼职工作人员ꎬ 负

责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日常运行管理ꎮ
第二十条　 项目学校应制定乡村学校少年

宫主任、 副主任、 教师辅导员、 校外辅导员等

各类人员岗位职责ꎬ 出台器材管理、 辅导员管

理、 活动项目管理、 档案管理、 财务管理、 后

勤保障等规章制度ꎬ 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ꎮ
第二十一条　 项目学校根据乡村学校少年

宫提供的活动开展情况和活动效果ꎬ 对教师辅

导员工作进行考核ꎬ 考核结果与教师评优评

先、 进修培训等挂钩ꎮ
第二十二条　 项目学校应对参加活动的学

生开展必要的自护自救教育ꎬ 增强学生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能力ꎮ 有条件的项目学校可投保校

方责任保险ꎬ 并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

保险ꎮ
第二十三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所属活动场

所和器材设备归项目学校所有ꎬ 项目学校应按

有关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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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部门职责
第二十四条　 地方文明办要认真履行组织

协调职责ꎬ 会同财政、 教育行政等部门做好建

设规划、 资源整合、 项目培训、 活动指导、 检

查考核、 经验总结等工作ꎮ
第二十五条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

项目学校的具体指导ꎬ 认真做好设施修缮、 器

材选配、 活动组织、 队伍建设、 日常管理等

工作ꎮ
第二十六条　 地方财政部门要加强项目资

金监管ꎬ 做好有关预算管理和执行等工作ꎮ 项

目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执行ꎮ
第二十七条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会同财政、 教育行政部

门ꎬ 每年对乡村学校少年宫工作成效进行考核

评估ꎬ 考评标准包括项目规划、 服务对象、 活

动内容、 时间安排、 运行效果、 内部管理、 辅

导员队伍、 经费使用、 社会评价等ꎬ 考评结果

作为发放运转补助、 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ꎮ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央文明办、 财政

部、 教育部负责解释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组织实施 ２０１６ 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
近日ꎬ 财政部已下发 ２０１６ 年度项目建设和

资金划拨通知ꎮ 今年是 “十三五” 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的第一年ꎬ 为起好步、 开好局ꎬ 根据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 〔２０１６〕 １８９ 号)、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管理办法»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３ 号) 和

«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规划实施

方案»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２ 号)ꎬ 现将有关项

目实施工作中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１ 统筹安排项目资金ꎮ 今年的项目资金包

括新建项目的修缮装备经费和 “十二五” 时期

已建成的 １２０００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运转补助ꎮ

考虑到项目资金规模ꎬ “十三五” 期间乡村学校

少年宫修缮装备经费标准调整为平均 １５ 万元 /
所ꎬ 运转补助标准调整为在校学生 １０００ 人

(含) 以上的平均每年 ５ 万元 /所、 在校学生

１０００ 人以下的平均每年 ３ 万元 /所ꎮ 财政部按

此标准下达各省 (区、 市) 年度项目资金总

额ꎬ 各省 (区、 市) 可在此额度内统筹安排每

所项目学校的具体分配标准ꎬ 其中修缮装备经

费最高不超过 ２０ 万元 /所ꎬ 最低不少于 １０ 万元 /
所ꎬ 装备支出占比不低于 ７０％ꎮ

２ 抓紧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ꎮ 由于今

年是 “十三五”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第一

年ꎬ 前期筹备工作较多ꎬ 项目启动实施时间较

晚ꎮ 为确保今年的建设任务能够按时完成ꎬ 请

各省 (区、 市) 文明办及时主动与财政、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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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联系会商ꎬ 切实发挥好牵头作用和组织协

调作用ꎬ 参照往年经验做法ꎬ 抓紧组织所属各

地市做好项目的申报、 审核、 建设等工作ꎮ
３ 严格落实脱贫工作任务ꎮ 为认真贯彻落

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 (中发 〔２０１５〕 ３４ 号)ꎬ 国家确定的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所在的 ２２ 个省 (区、 市)ꎬ 即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

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ꎬ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度的项目指标主要用

于所属贫困县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ꎮ 今年要

按照每个乡镇支持建设 １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原则ꎬ 从项目指标中分配不少于 ７５％的指标定

向用于贫困县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ꎮ 同时ꎬ 要

通过地方财政资金继续自建一批乡村学校少年

宫ꎬ 确保实现 ２０１８ 年全国贫困县 ９０％的乡镇建

有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目标ꎮ
４ 把牢项目申报标准ꎮ 各地项目学校名单

由各省 (区、 市) 文明办会同财政厅 (局)、
教育厅 (教委) 审核确定ꎮ 申报学校须具备以

下条件: (１) 乡 (镇、 苏木) 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团场小学校 (含九年一贯制学校)ꎮ 百县

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所在村的小学

校、 寄宿制学校、 留守儿童或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集中的学校优先ꎻ (２) 有可供课外活动使用的

校舍ꎬ 室内总面积不低于 １００ 平方米ꎻ (３) 原则

上在校学生人数不少于 ３００ 人ꎬ 在校学生人数

超过 １０００ 人的学校不超过申报学校总数的

２０％ꎻ (４) 学校校长有责任心、 有能力、 有热

情承建项目ꎮ 学校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教师、 志

愿者作为辅导员ꎬ 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ꎬ 保证

活动正常开展ꎮ
５ 做好项目名单备案ꎮ 今年的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由各省 (区、 市) 文明办、 财政、 教

育三部门按程序组织申报审核ꎬ 确定项目学校

后即组织建设工作ꎬ 同时将名单上报备案ꎬ 中

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不再进行复核ꎮ 请

各省 (区、 市) 三部门在组织申报公示、 审核

确定后ꎬ 于 ８ 月 １２ 日前将名单报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备案ꎮ

６ 扎实开展业务培训ꎮ 项目学校确定后ꎬ
各省 (区、 市) 文明办要会同财政、 教育部门

统一组织对项目学校校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进

行省级集中培训ꎬ 交流学习已建乡村学校少年

宫先进经验ꎬ 就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使用和管

理工作提出要求ꎬ 确保项目落到实处、 收到实

效ꎮ “十三五” 期间没有单独列支培训经费ꎬ
按照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ꎬ 可商本地财政部

门ꎬ 从运转补助经费中适度列支ꎮ
７ 按时组织项目建设ꎮ ７ 月至 ９ 月ꎬ 各地

集中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１) 各地文明

办要协调财政部门及时下拨项目资金ꎬ 协调教

育部门和项目学校利用暑假做好设施修缮和器

材配备ꎬ 争取新学期开学前投入运转ꎮ 除特殊

情况外ꎬ 年底前所有项目都要完工ꎻ (２) 在项

目建设中ꎬ 要按照有关文件要求ꎬ 严格落实工

作责任制ꎬ 设立举报电话ꎬ 加强监督管理ꎮ 要

坚持公开透明ꎬ 杜绝发生挤占、 挪用项目资金

等违法违纪行为ꎬ 严格做到专款专用ꎬ 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ꎻ (３) 要严格遵循资金使用范围ꎬ
不得用于与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无关的硬件建

设ꎬ 不能采购正常的学校教育教学设备ꎬ 以及

笔记本电脑、 空调等不符合规定的器材和单价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摄影摄像器材、 单价 １ ２ 万元以

上的钢琴等贵重设备ꎬ 采购的器材要按规定做

好标识工作ꎮ
８ 认真完成项目规划和总结评估ꎮ (１) 各

地文明办要做好本地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规

划ꎬ 在实施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的同时ꎬ 积极开展乡村学校少年

宫自建工作ꎬ 不断扩大覆盖面ꎻ (２) 各地文明

办要对 “十二五” 时期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建设情况和工作实绩

进行考评ꎬ 并通报考评结果ꎻ (３) 要按照相关

文件要求ꎬ 将 ２０１６ 年度项目资金分配使用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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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执行情况报送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

部ꎬ 并向社会公告ꎻ (４) 要结合 “十三五” 项

目启动ꎬ 组织本地新闻媒体开展集中宣传ꎬ 宣

传 “十二五” 项目的建设成果ꎬ 宣传 “十三

五” 项目的发展目标和重要意义ꎬ 为实施项目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５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
现将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 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ꎮ

(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见本卷 “文献

讲话”)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公益广告
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
现将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公益广告工作推

进会上的讲话» 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

本部门实际贯彻落实ꎮ

( «夏伟东同志在全国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

上的讲话» 见本卷 “文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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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测评体系» 和 «操作手册»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

系 (２０１６ 年版) » 和 «操作手册 ( ２０１６ 年

版) » 已经中央文明办领导批准ꎬ 现印发给你

们ꎬ 请结合实际ꎬ 认真贯彻实施ꎮ

附:
１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

体系 (２０１６ 年版) »
２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

体系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

附件 １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２０１６ 年版)

简要说明
１ 根据中央文明委 ２０１６ 年工作安排ꎬ 以

２０１４ 年版测评体系为基础ꎬ 贯彻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ꎬ 落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ꎬ 制定本测评体系ꎮ
２ 测评内容设置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４ 条)、 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 (４ 条)、 学校

教育 (８ 条)、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５ 条)、
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６ 条) 共 ５ 个项目 ２７
条标准ꎬ 测评总分为 １００ 分ꎮ

３ 测评采用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问卷调

查等三种方法ꎮ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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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１ 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

１) 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ꎬ 制定下发专门的工作方案或责任

分工①ꎻ
２) 健全完善学校、 家庭、 社会 “三结合” 教育网络的措施、

办法ꎻ
３) 本市 (区) 教育、 民政、 文化、 团委、 妇联、 残联、 关工委等

部门有常态化工作品牌或经验ꎻ
４) 本市 (区) 范围内每年有 １ 至 ２ 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检查考评ꎮ

材料审核

２ 思想道德教育

实践活动

１) 未成年人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２４ 个字”ꎻ
２) 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好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②ꎻ
３) 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活动常态化ꎻ
４) 组织开展以孝敬、 友善、 节俭和诚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经典诵

读活动ꎬ 加强未成年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ꎮ

１) 问卷调查

２)、 ３)、 ４) 材料审核

３ 学校教育

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③ꎻ
２) 有中小学校开展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活动安排和落实

情况④ꎻ
３) 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ꎬ 措施扎实ꎬ 氛围浓厚ꎬ 成效

明显ꎻ
４) 中小学校德育课、 少先队活动落实⑤ꎬ 效果好ꎻ
５) 中小学校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有具体方案、 有实际效果ꎻ
６) 中小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ꎬ 办好家长学校ꎬ 加强家校联系ꎻ
７)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有措施、 落实好ꎻ
８) 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⑥ꎬ 落实体育课程设置和课时

安排要求ꎮ

１)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２)、 ６)、 ７) 材料审核

３) 材料审核、 实地考

察、 问卷调查

４)、 ５)、 ８)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注: ①考察当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安排部署情况ꎮ
②考察利用清明、 六一、 七一、 十一等时间节点ꎬ 开展网上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 向国

旗敬礼等活动情况ꎮ
③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正式材料为准ꎬ 实地考察主要看校园、 教室有无悬挂、 张贴核心价值观 “２４ 个

字”ꎮ
④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正式材料为准ꎬ 安排和落实的材料齐备为合格ꎬ 有活动安排为基本合格ꎬ 两者都

没有为不合格ꎮ
⑤中小学校 １００％落实德育课程标准和开展少先队活动为合格ꎬ ≥８０％为基本合格ꎬ 其他情况不合格ꎮ
⑥包括三项内容: 一是统计并计算本地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并将数据上报国家数据库的学校

比例ꎮ 二是统计并计算本地参加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的学生比例ꎮ 三是统计并计算本地测试结

果达到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合格的学生比例ꎮ 三项数据均为测评上一年度的城区中小学校 (含中职

学校) 数据ꎬ 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ꎬ 教育部给予成绩认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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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４ 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

１) 社区将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纳入社区发展规划ꎬ
将家庭教育指导作为向辖区居民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内容①ꎻ

２) 社区有未成年人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 设施和活动安排②ꎻ
３) 社区有具体措施关爱帮扶困难家庭、 流动人口家庭未成年

子女ꎻ
４)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接纳未成年人参观学

习有安排、 有效果ꎻ
５) 有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点)③ꎬ 运用网络、 电话、

授课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引导ꎮ

１)、 ５) 材料审核、 实地

考察

２)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３) 材料审核

４) 材料审核、 实地考

察、 问卷调查

５ 营造良好社会

文化环境

１) 扎实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④以及县级青少年活动中心、 示

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ꎬ 有管理制度、
活动项目⑤、 经费保障和专兼职辅导员队伍⑥ꎻ

２) 优秀童谣征集和推广、 传唱活动措施具体ꎬ 普遍开展ꎻ
３) 加强网吧管理、 取缔 “黑网吧”ꎬ 经营性网吧无接纳未成年人ꎻ
４) 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⑦常态化、 效果实ꎻ
５) 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有措施、 效果实⑧ꎻ
６) 本市 (区) 主要新闻媒体、 都市类媒体、 网络媒体和社会媒介

做好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宣传⑨ꎮ

１)、 ２) 材料审核

３)、 ４)、 ６)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５)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注: ①８０％的城市社区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ꎮ
②实地考察 ４ 个社区ꎮ
③副省级城市、 省会城市、 地级城市有市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１ 所ꎬ 所辖城区各有辅导站 １ 所ꎻ 直辖市

城区和县级市有辅导站 １ 至 ２ 所ꎮ
④说明本地落实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三年实

现全覆盖要求的情况ꎬ 包括落实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和省级、 市级自建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情况ꎬ
有领导小组、 有实施方案、 有任务分工、 有督促检查ꎮ 无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的ꎬ 对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项目不作测评要求ꎮ 三年的计算时间为一个创建周期的起始至结束ꎬ 全覆盖指每个乡镇至少

有 １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如果已实现全覆盖ꎬ 说明覆盖情况和管理使用情况即可ꎮ 直辖市城区不测此项

内容ꎮ
⑤开展内容鲜活的道德实践活动ꎬ 以德育人ꎻ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ꎬ 以乐促智ꎻ 开展力所能及的技

能培训活动ꎬ 以技促能ꎮ
⑥有学校教师、 志愿者和对口支持单位人员等组成的辅导员队伍ꎮ
⑦中小学校园周边 ２００ 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电子游戏经营场所ꎬ 无歌厅、 舞厅、 卡拉 ＯＫ 厅、 游

艺厅、 台球厅等娱乐场所ꎬ 无非法行医或以人流、 性病治疗业务为主的诊所ꎻ 校园周边取缔从事非法经营

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ꎬ 无 “三无食品”ꎬ 无恐怖、 迷信、 低俗、 色情玩具、 文具、 饰品和出版物销售ꎮ
⑧材料审核包括关爱留守儿童 (本地无留守儿童可不测ꎬ 但需由上一级文明办、 民政部门出具证明)、 困境儿

童和救助流浪儿童情况ꎮ 实地考察针对本市主要公共场所ꎬ 无流浪、 乞讨未成年人为合格ꎮ
⑨考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宣传氛围ꎬ 包括刊播相关稿件情况和公益广告情况ꎮ 考察公益广告情况时ꎬ

省会、 副省级城市、 地级市考察范围为报纸、 广播、 电视、 网络及社会媒介ꎬ 县级市考察范围为广播、 社

会媒介ꎬ 直辖市城区只考察社会媒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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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说　 明
一、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

评体系操作手册» 是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的配套材料ꎬ 依据 «测评

体系» ５ 个测评项目、 ２７ 条测评标准进行细

化ꎬ 明确具体要求ꎮ
二、 测评数据采取网上申报、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３ 种方式采集ꎮ
三、 操作手册由中央文明办发布并负责

解释ꎮ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材料
网上申报内容

(最终项目内容以网上申报系统发布为准)

１ 中央文明办开设 “网上申报系统”ꎬ 测

评前将网址、 用户名及密码发给参评城市

(区)ꎮ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

体系操作手册» 规定的需要进行网上申报的指

标均由参评城市 (区) 通过网上报送ꎮ
２ 材料时限为测评当年ꎬ 截止到测评开始

的 １ 个月前ꎮ 如 １０ 月测评ꎬ 材料时限截止到当

年 ８ 月ꎬ 同时ꎬ 根据实际情况ꎬ 材料时限可以

适当前溯ꎬ 以能说明工作情况为宜ꎮ 如当年的

材料不能说明情况ꎬ 必要时可以采集之前的文

件或材料ꎮ
３ 材料格式分 ４ 种: 规范文件、 说明报

告、 实景图片、 统计表格ꎮ 要求上传规范文件

的ꎬ 将文件红头页或盖章页制作成图片 (单个

图片文件控制在 ２ＭＢ 以内) 上传ꎬ 同时上传该

文件的电子版 (全文传送)ꎬ 也可以将全文制

作成 ＪＰＧ 或 ＰＤＦ 格式上传ꎮ 说明报告按要求写

出情况说明ꎬ 字数控制在 ８００ 字以内ꎬ 以

Ｗｏｒｄ、 ＷＰＳ 或永中文件形式上传电子版即可ꎮ
实景图片要求提供现场照片、 样报图片或电

脑、 电视截屏ꎬ 按测评要求上传一定数量 (单
个图片文件控制在 ２ＭＢ 以内)ꎮ 统计表格由各

地从 “网上申报系统” 下载模板进行填写ꎬ 加

盖市级相关主管部门公章ꎬ 制作成图片上传ꎮ
４ 评分方法采用 “状态描述法”ꎬ 以 Ａ、

Ｂ、 Ｃ、 Ｃ＃进行评价ꎮ Ａ 为满分ꎬ Ｂ 为 ６６％ꎬ Ｃ
为 ３３％ꎬ Ｃ＃为 ０ 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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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１ 领导体制

和工作机

制

１) 召开会议进行安

排部署ꎬ 制定下发

专门的工作方案或

责任分工ꎮ

①围绕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工作安

排ꎬ 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ꎬ 有会

议通知、 领导讲话等材料ꎮ

上传相关的会议通知 (规范文件)、 领

导讲话 (规范文件) 等材料ꎮ
注: 会议通知文件可以是公函、 传真、
电报ꎮ

②有落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的具体方案或任务分工ꎮ
上传具体方案或任务分工 (规范文

件)ꎮ

２) 健全完善学校、
家庭、 社会 “三结

合” 教育网络的措

施、 办法ꎮ

有本市 (区) 建立健全学校、 家庭、
社会 “三结合” 教育网络ꎬ 包括发

挥学校龙头作用、 家庭基础作用、
社区平台作用ꎬ 形成工作合力等方

面的情况ꎮ

上传说明建立健全学校、 家庭、 社会

“三结合” 教育网络的材料 (说明报

告)ꎮ

３) 本 市 ( 区 ) 教

育、 民 政、 文 化、
团委、 妇联、 残联、
关工委等部门有常

态 化 工 作 品 牌 或

经验ꎮ

①有说明本市 (区) 教育、 民政、
文化、 团委、 妇联、 残联、 关工委

等部门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方面创造的典型经验、
成功做法的材料ꎮ

上传说明本市 (区) 教育、 民政、 文

化、 团委、 妇联、 残联、 关工委等部

门经验、 做法的材料 (说明报告)ꎮ

②有说明本市 (区) 教育、 民政、
文化、 团委、 妇联、 残联、 关工委

等部门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方面创造的工作品牌或经验的媒

体报道材料ꎮ

上传报刊、 电视、 网络等媒体对本市

(区) 教育、 民政、 文化、 团委、 妇

联、 残联、 关工委等部门的工作品牌

或经验所作宣传报道的实景图片 (每
个部门经验上传 １ 种媒体报道的图片

或截图即可ꎬ 最多 ３ 种媒体ꎬ 图片总

量控制在 ２１ 张以内)ꎮ

４) 本市 (区) 范围

内每年有 １ 至 ２ 次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检查考评ꎮ

①有本市 (区) 实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检查考评的工作安排ꎬ
如方案或通知等ꎮ

上传本市 (区) 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检查考评的工作安排 (规
范文件)ꎮ

②有说明本市 (区) 开展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检查考评ꎬ 包括

时间、 内容及结果等情况的材料ꎮ

上传说明本市 (区) 开展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检查考评情况的材料

(说明报告)ꎮ

２ 思想道德

教育实践

活动

２) 在重要时间节点

组织好 “我的中国

梦” 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ꎮ

①有开展清明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

美德少年 (或学习雷锋、 做美德少

年)、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等活动

的工作安排ꎬ 如方案或通知等ꎮ

上传组织开展清明祭英烈、 学习和争

做美德少年 (或学习雷锋、 做美德少

年)、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等活动的

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有说明开展清明祭英烈、 学习和

争做美德少年 (或学习雷锋、 做美

德少年)、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等

活动的说明材料和相关图片ꎮ

上传反映清明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

少年 (或学习雷锋、 做美德少年)、 童

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等活动情况的说明

材料 (说明报告) 和相关实景图片 (每
个活动 ３张ꎬ 总数控制在 １２张以内)ꎮ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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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２ 思想道德

教育实践

活动

３) 开展美德少年等

身边榜样学习活动

常态化ꎮ

①有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

活动的年度或经常性的工作安排ꎬ
如方案或通知等ꎮ

上传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活

动的年度或经常性的工作安排 (规范

文件)ꎮ

②有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

活动的情况和相关图片ꎮ

上传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活

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 和实景图片

(３ 张)ꎮ

４) 组 织 开 展 以 孝

敬、 友 善、 节 俭 和

诚信为主要内容的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ꎬ
加强未成年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ꎮ

①有本市 (区) 组织开展中华经典

诵读活动、 加强中小学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工作安排ꎬ 如方案

或通知等ꎮ

上传本市 (区) 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

读活动ꎬ 加强未成年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的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有中小学校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

动、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情况及相关图片ꎮ

上传中小学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加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 (说
明报告) 和实景图片 (３ 张)ꎮ

３ 学校教育

１)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教材、 进 课 堂、 进

头脑ꎮ

①有本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

堂、 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安排ꎬ 如方

案或通知等ꎮ

上传本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有说明本市 (区) 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 进学

生头脑取得进展成效的材料ꎮ

上传说明本市 (区) 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 进学生头

脑取得进展成效的材料 (说明报告)ꎮ

２) 有中小学校开展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活动安排

和落实情况ꎮ

①有本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关于

在中小学校开展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活动的工作安排ꎬ 如方案

或通知等ꎮ

上传本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开

展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活动

的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有本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在中

小学校开展 “爱学习、 爱劳动、 爱

祖国” 活动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在中小

学校开展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３) 广泛开展文明校

园创建活动ꎬ 措施

扎 实ꎬ 氛 围 浓 厚ꎬ
成效明显ꎮ

①有本市 (区) 文明委或文明办、
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开展文明校园创

建活动的工作安排ꎬ 如方案或通知ꎮ

上传本市 (区) 文明委或文明办、 教

育行政部门关于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

动的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有说明本市 (区) 开展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进展成效的材料ꎮ
上传本市 (区)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

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８２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３ 学校教育

４) 中 小 学 校 德 育

课、 少先队活动落

实ꎬ 效果好ꎮ

①提供本市 (区) 中小学校思想品

德课 (思想政治课)、 少先队活动的

安排ꎮ

上传本市 (区) 中小学校思想品德课

(思想政治课)、 少先队活动的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提供本市 (区) 中小学校思想品

德课 (思想政治课)、 少先队活动的

落实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落实中小学校德育课、
少先队活动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５) 中小学校实施师

德师风建设工程有

具体方案、 有实际

效果ꎮ

①提供本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关

于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的工作安

排ꎬ 如方案或通知等ꎮ

上传本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实

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的工作安排 (规
范文件)ꎮ

②提供本市 (区) 实施师德师风建

设工程、 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的

进展和成效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

程、 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的进展和

成效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６) 中小学校建立家

长委员会ꎬ 办好家

长学校ꎬ 加强家校

联系ꎮ

①提供本市 (区) 关于中小学校建

立家长委员会、 开办家长学校ꎬ 加

强家校联系的有关安排ꎬ 如方案或

通知等ꎮ

上传本市 (区) 关于中小学校建立家

长委员会、 开办家长学校ꎬ 加强家校

联系的有关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提供本市 (区) 在中小学校建立

家长委员会、 开办家长学校ꎬ 加强

家校联系的工作进展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在中小学校建立家长

委员会、 开办家长学校ꎬ 加强家校联

系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７) 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有措施、 落实好ꎮ

①提供本市 (区) 保障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安

排ꎬ 如方案或通知等ꎮ

上传本市 (区)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安排 (规
范文件)ꎮ

②提供本市 (区) 保障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 (说明报

告)ꎮ

８) 实施 «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ꎬ 落

实体育课程设置和

课时安排要求ꎮ

①统计并计算本地实施 «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并将数据上报

国家数据库的学校比例ꎮ

填写统计表格 ３－８－１ 参加测试的学校

比例

②统计并计算本地参加 «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的学生比例ꎮ
填写统计表格 ３－８－２ 参加测试的学生

比例

③统计并计算本地测试结果达到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合格的学

生比例ꎮ
注: 上述三项数据均为测评上

一年度、 城区中小学校 (含中职学

校) 数据ꎮ

填写统计表格 ３－８－３ 合格学生的比例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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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４ 家庭教育

和 社 会

教育

１) 社区将家长学校

或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站点建设纳入社

区发展规划ꎬ 将家

庭教育指导作为向

辖区居民提供的一

项公共服务内容ꎮ

①说明本市 (区) 建立社区家长

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等

的情况ꎬ ８０％ 的城市社区已建立

了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站点ꎮ

上传本市 (区) 建立社区家长学校或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等的情况 (说
明报告)ꎮ

②说明本市 (区) 依托社区家长学

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家

庭教育培训的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依托社区家长学校或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家庭教育

培训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社区有具体措施

关爱帮扶困难家庭、
流动人口家庭未成

年子女ꎮ

说明本市 (区) 社区针对困难家庭、
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开展关爱帮扶活

动的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效ꎮ

上传本市 (区) 社区针对困难家庭、
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开展关爱帮扶活动

的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效 (说明报告)ꎮ

３) 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和公益性文化设

施免费接纳未成年

人参观学习有安排、
有效果ꎮ

说明本市 (区) 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

免费开放的工作措施以及提供服务、
组织活动等情况ꎮ

注: 主要检查根据 ２００４ 年以来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下发的文

件ꎬ 提出要免费开放的公共博物馆、
纪念馆、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

及美术馆、 公 共 图 书 馆、 文 化 馆

(站) 等场所ꎮ

上传本市 (区) 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

开放的工作措施以及提供服务、 组织

活动等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４) 有校外未成年人

心 理 健 康 辅 导 站

(点 )ꎬ 运 用 网 络、
电话、 授课等多种

形式开展教育引导ꎮ

①提供本市 (区) 成长指导中心、
心理维护中心等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站建设、 管理和使用方面的

材料ꎮ

上传本市 (区) 成长指导中心、 心理

维护中心等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建设、 管理和使用方面的情况 (说明

报告)ꎮ

②提供本市 (区) 通过网络、 电话、
现场授课等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辅导的工作情况和相关图片ꎮ

上传本市 (区) 通过网络、 电话、 现

场授课等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辅导

的情况 (说明报告) 和实景图片 (３
张)ꎮ

４８２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５ 营造良好

社会文化

环境

１) 扎实推进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以及

县级青少年活动中

心、 示范性综合实

践基地等青少年校

外活 动 场 所 建 设ꎬ
有管理制度、 活动

项目、 经费保障和

专兼职辅导员队伍ꎮ

①说明本地落实全国文明城市、 提

名城市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先进城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三

年实现全覆盖要求的情况ꎬ 包括制

定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实施方案、
进展情况等ꎮ

上传落实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和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三年实现全覆盖

的要求ꎬ 制定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实施方案 (规范文件)、 进展情况

(说明报告)ꎮ
注: 进展情况包括落实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和省级、 市级自

建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情况ꎮ 无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的ꎬ 对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不作测评要求ꎮ
三年的计算时间为一个创建周期的起

始至结束ꎬ 全覆盖指每个乡镇至少有 １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如果已实现全覆

盖ꎬ 说明覆盖情况和管理使用情况即

可ꎮ 直辖市城区不测此项内容ꎮ

②提供关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

领导小组、 任务分工、 督促检查等

方面的文件材料ꎮ

上传关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领导

小组、 任务分工、 督促检查等方面的

文件材料 (规范文件)ꎮ

③提供本地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制

度、 活动项目、 经费保障、 专兼职

辅导员等方面的情况说明ꎮ

上传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制度、 活动

项目、 经费保障、 专兼职辅导员等方

面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④提供本地县级青少年活动中心、
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青少年校外

活动场所的建设、 管理、 使用情况

说明ꎮ

上传本地县级青少年活动中心、 示范

性综合实践基地等青少年校外活动场

所的建设、 管理、 使用情况 (说明报

告)ꎮ
注: 根据本地实际进行说明即可ꎮ

如果没有这两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ꎬ
需请省级教育部门出具证明ꎮ

２) 优秀童谣征集和

推广、 传唱活动措

施具体ꎬ 普遍开展ꎮ

①提供优秀童谣征集、 推广和传唱

活动的安排ꎬ 如方案或通知等ꎮ
上传优秀童谣征集、 推广和传唱活动

的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提供优秀童谣推广、 传唱活动情

况材料ꎮ
上传优秀童谣推广、 传唱活动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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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５ 营造良好

社会文化

环境

３) 加强网吧管理、
取缔 “黑网吧”ꎬ 经

营性网吧无接纳未

成年人ꎮ

①提供本市 (区) 加强网吧管理方

面的工作安排ꎬ 如通知或方案等ꎮ
上传本市 (区) 加强网吧管理方面的

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提供本市 (区) 加强网吧管理方

面的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加强网吧管理方面的

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４) 整治中小学校周

边环境常态化、 效

果实ꎮ

①提供本市 (区) 整治中小学校周

边环境的工作安排ꎬ 如通知或方

案等ꎮ

上传本市 (区) 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

境的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提供本市 (区) 整治中小学校周

边环境的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

境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５) 关心关爱特殊群

体未成年人有措施、
效果实ꎮ

①提供本市 (区) 关心关爱留守儿

童、 困境儿童、 流浪儿童等特殊群

体未成年人的工作安排ꎮ

上传本市 (区) 关心关爱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 流浪儿童等特殊群体未成

年人的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ꎮ

②提供本市 (区) 关心关爱特殊群

体未成年人的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

成年人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６) 本市 (区) 主要

新闻媒体、 都市类

媒体、 网络媒体和

社会媒介做好关爱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宣传ꎮ

①提供说明本市 (区) 在媒体做好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宣传的

情况ꎮ

上传本市 (区) 在媒体做好关爱保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宣传的情况 (说明

报告) 和报纸、 电视、 网络宣传的实

景图片 (每种图片或截图 ３ 张ꎬ 总量

控制在 ９ 张以内ꎬ 注明时间、 媒体名

称)ꎮ

②有本市 (区) 刊播关爱保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公益广告的情况说明

和相关图片ꎮ

上传本市 (区) 刊播关爱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公益广告的情况 (说明报

告) 和报纸、 电视以及公共场所有关

公益广告的实景图片 (每种图片 ３ 张ꎬ
总量控制在 ９ 张以内ꎬ 注明时间、 媒

体名称或地点)ꎮ

６８２



法规文件

统计表格 ３－８－１　 参加测试的学校比例

本市 (区) 中小学校总数 实施测试并将数据上报国家数据库的学校数量 上报学校占学校总数比例 (％)

统计表格 ３－８－２　 参加测试的学生比例

中小学校学生数量 参加测试的学生数量 参加测试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

统计表格 ３－８－３　 合格学生的比例

中小学校学生数量 参加测试的学生数量 达到合格的学生数量 合格学生占参加测试学生的比例 (％)

　 　 注: 数据取自测评上一年度ꎬ 对象为城区中小学校 (含中职学校)ꎮ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
实地考察内容

１ 实地考察依据 «统计法» 规范操作ꎬ 按

照地点类型统一、 考察主体统一、 考察方式统

一的原则采集数据ꎮ
２ 实地考察以明察、 暗访两种方式进行ꎬ

随机抽取考察点ꎮ

３ 测评队员分若干组别ꎬ 只负责对不同考

察点进行现场调查ꎬ 客观记录并按照规范流程

上报ꎮ
４ 测评软件系统对考察记录进行汇总ꎬ 自

动生成实地考察成绩ꎮ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要求

３ 学校教育

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ꎮ

中小学校:
①中小学校校园、 教室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ꎻ
②学生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ꎮ

３) 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

动ꎬ 措施扎实ꎬ 氛围浓厚ꎬ 成

效明显ꎮ

中小学校:
有反映中小学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安排和落实情况的文字、
图片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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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要求

４ 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

１) 社区将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站点建设纳入社区发

展规划ꎬ 将家庭教育指导作为

向辖区居民提供的一项公共服

务内容ꎮ

社区:
①设有专属或共享的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等

家庭教育场所ꎻ
②家庭教育场所有管理制度ꎬ 有工作记录ꎻ
③有开展家庭教育活动的文字、 图片资料ꎮ

２) 社区有未成年人开展文体活

动的场所、 设施和活动安排ꎮ

社区:
①文化活动中心 (站、 室) 等设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

活动场所ꎻ
②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有管理制度ꎬ 有工作记录ꎻ
③有未成年人开展活动的文字、 图片资料ꎮ

注: 以社区服务设施现有情况、 社区原始记录为考核

依据ꎬ 以社区居民群众满意度为主要评价标准ꎬ 不以悬挂

牌子、 建立该项工作的专门台账等为考核要求ꎮ

４)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

文化设施免费接纳未成年人参

观学习有安排、 有效果ꎮ

公益性文化设施ꎬ 如博物馆、 纪念馆、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以及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站) 等:
①未成年人进入公益性文化设施没有被收取任何费用ꎻ
②公益性文化设施在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 开放时间以

及免费开放的详细情况ꎮ 若有收费项目ꎬ 列出收费项目内

容和收费标准ꎮ

５) 有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

导站 (点)ꎬ 运用网络、 电话、
授课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引导ꎮ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点):
①有专门的工作场地ꎻ
②有心理健康辅导人员名单ꎻ
③有心理咨询电话或网络咨询热线ꎻ
④有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等方面的工作记录ꎮ

５ 营造良好社会

文化环境

３) 加强网吧管理、 取缔 “黑网

吧”ꎬ 经营性网吧无接纳未成

年人ꎮ

网吧:
①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悬挂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和营

业执照ꎻ
②实名登记并查看身份证ꎻ
③显著位置设有未成年人禁入的警示牌ꎻ
④无未成年人上网现象ꎮ

４) 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常态

化、 效果实ꎮ

中小学校:
①校园周边 ２００ 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经营性

网吧)、 电子游戏经营场所ꎻ
②无歌厅、 舞厅、 卡拉 ＯＫ 厅、 游艺厅、 台球厅等娱乐

场所ꎻ
③无非法行医或以人流、 性病治疗业务为主的诊所ꎻ
④无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ꎻ
⑤无 “三无食品”ꎬ 无恐怖、 迷信、 低俗、 色情的玩具、 文

具、 饰品和出版物销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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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要求

５ 营造良好

社会文化环

境

５) 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

有措施、 效果实ꎮ
公共广场、 商业大街、 城市干道:
无流浪、 乞讨未成年人ꎮ

６) 本市 (区) 主要新闻媒体、
都市类媒体、 网络媒体和社会

媒介做好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宣传ꎮ

公共广场、 商业大街、 城市干道:
运用户外广告、 橱窗、 展板、 电子显示屏等形式ꎬ 展示加

强未成年人教育保护、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ꎬ 或其他有益于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广告ꎮ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问卷调查内容

问卷调查方式分为入户调查和入校调查

两种ꎮ
测评组依据社区的居民住户分布图或学校

的学生分布情况ꎬ 按照随机等距原则抽选调查

对象ꎬ 测评人员出示测评证件ꎬ 调查对象同意

后ꎬ 现场填写意见或回答问题ꎮ 其他人员一律

不得干扰ꎮ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问卷主要内容

２ 思想道德教育

实践活动

１) 未成年人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２４
个字”ꎮ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熟悉程度ꎮ

３ 学校教育

３) 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ꎬ 措施扎

实ꎬ 氛围浓厚ꎬ 成效明显ꎮ
师生对文明校园创建的知晓率和满意度ꎮ

４) 中小学校德育课、 少先队活动落实ꎬ 效

果好ꎮ

①中小学德育课、 少先队活动是否有安排ꎻ
②德育课、 少先队活动是否有减少课时或被占

用的现象ꎮ

５) 中小学校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有具体

方案、 有实际效果ꎮ
对教师师德和师风的评价ꎮ

８) 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ꎬ 落实

体育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要求ꎮ
①中小学体育课、 体育大课间是否有安排ꎻ
②体育课是否有减少课时或被占用的现象ꎮ

４ 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

２) 社区有未成年人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
设施和活动安排ꎮ

①所在社区是否有未成年人活动场所ꎻ
②所在社区是否组织过面向未成年人的活动ꎮ

４)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免

费接纳未成年人参观学习有安排、 有效果ꎮ
是否到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

施参观学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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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项目 测评标准 问卷主要内容

５ 营造良好社会

文化环境

３) 加强网吧管理、 取缔 “黑网吧”ꎬ 经营

性网吧无接纳未成年人ꎮ
对本市 (区) 网吧管理的评价ꎮ

４) 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常态化、 效

果实ꎮ
对学校周边社会文化环境的评价ꎮ

６) 本市 (区) 主要新闻媒体、 都市类媒

体、 网络媒体和社会媒介做好关爱保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宣传ꎮ

对本市 (区) 开展未成年人教育保护宣传工作

的评价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黄坤明同志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
现将 «黄坤明同志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印发你们ꎬ 请结

合本地区、 本部门实际贯彻落实ꎮ

( «黄坤明同志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见本卷 “文献讲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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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今年以来停止 ５ 个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资格的通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９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中央文明委颁布 «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动态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 (以下

简称负面清单)ꎬ 其中明确了 １４ 项停止全国文

明城市资格一年、 取消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的 “一票否决” 项目ꎬ 强化问题导向ꎬ 完善退

出机制ꎬ 确保文明城市创建的质量和水平ꎬ 确

保全国文明城市的权威性和公信力ꎮ
一年来ꎬ 中央文明办严格执行负面清单的

规定ꎬ 经报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ꎬ 对发生 “一
票否决”、 影响全国文明城市形象问题的河南

省洛阳市、 浙江省宁波市、 广东省珠海市、 广

东省深圳市、 安徽省合肥市ꎬ 停止全国文明城

市资格一年ꎮ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ꎮ
１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河南省洛阳市发生

市委书记陈雪枫涉嫌严重违纪问题ꎮ 依据负面

清单中对发生党委政府一把手严重违纪或违法

犯罪的全国文明城市予以停止资格一年的规

定ꎬ 经中央文明委领导同志批准ꎬ 中央文明办

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ꎬ 停止洛阳市全国文明

城市资格一年ꎮ
２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浙江省宁波市发生

市委副书记、 市长卢子跃涉嫌严重违纪问题ꎮ
依据负面清单中对发生党委政府一把手严重违

纪或违法犯罪的全国文明城市予以停止资格一

年的规定ꎬ 经中央文明委领导同志批准ꎬ 中央

文明办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ꎬ 停止宁波市全

国文明城市资格一年ꎮ
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广东省珠海市发生

市委书记李嘉涉嫌严重违纪问题ꎮ 依据负面清

单中对发生党委政府一把手严重违纪或违法犯

罪的全国文明城市予以停止资格一年的规定ꎬ
经中央文明委领导同志批准ꎬ 中央文明办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ꎬ 停止珠海市全国文明城

市资格一年ꎮ
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

新区渣土受纳场发生特别重大滑坡事故ꎬ 造成

７３ 人死亡ꎬ ４ 人下落不明ꎬ １７ 人受伤ꎬ 直接经

济损失 ８ ８１ 亿元ꎮ 国务院今年批复 “１２２０”
事故调查报告ꎬ 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ꎮ 依据负面清单中对发生有

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的全国文明城市予以

停止资格一年的规定ꎬ 经中央文明委领导同志

批准ꎬ 中央文明办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起ꎬ 停

止深圳市全国文明城市资格一年ꎮ
５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安徽省合肥市发生

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庆军涉嫌严重违纪问题ꎮ
依据负面清单中对发生党委政府一把手严重违

纪或违法犯罪的全国文明城市予以停止资格一

年的规定ꎬ 经中央文明委领导同志批准ꎬ 中央

文明办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ꎬ 停止合肥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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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明城市资格一年ꎮ
停止全国文明城市资格一年ꎬ 是对全国文

明城市发生违反负面清单规定的一种严肃惩戒

举措ꎮ 在停止资格期间ꎬ 上述 ５ 个城市不得在

城市形象宣传广告和宣传材料、 公共场合、 正

式公文中使用全国文明城市称号ꎮ 请所在省文

明委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ꎬ 加强日常监督指

导ꎬ 督促上述 ５ 个城市深刻吸取教训、 狠抓整

改落实ꎬ 注重创建实效、 提升质量水平、 保持

创建经常化ꎬ 以更高的标准、 更严的要求ꎬ 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落到实处ꎮ 停止资格

一年期满后ꎬ 中央文明办将根据所在省文明委

的考核意见ꎬ 对上述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复查ꎬ
视工作实际成效ꎬ 决定是否恢复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ꎮ
上述 ５ 个城市被停止全国文明城市资格ꎬ

暴露出这些城市在党风廉政建设、 安全生产管

理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ꎬ 给全国文明城市

的荣誉称号造成了负面影响ꎮ 各全国文明城市

(区) 要认真汲取这 ５ 个城市的深刻教训ꎬ 引

以为戒ꎬ 深刻警醒ꎬ 在贯彻好 «中央文明办关

于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城市深化创建工作、 保

持创建经常化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１
号) 精神的同时ꎬ 还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ꎮ

１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ꎬ 树立优良党风政

风ꎮ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的一系列部署要求ꎬ 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

设ꎬ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

识、 看齐意识ꎬ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 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ꎬ 以良好党风政风

引领社风民风ꎮ
２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ꎬ 打造平安宜居城

市ꎮ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ꎬ 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ꎬ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和安全生产

依法治理ꎬ 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ꎬ 消除城市安全隐患和漏洞ꎬ 为市民创造一

个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ꎮ
３ 对照负面清单自查ꎬ 坚决补齐工作短

板ꎮ 要强化问题导向ꎬ 对照负面清单的 ３０ 项内

容开展全面自查ꎬ 认真查找创建工作中存在的

短板和不足ꎬ 不隐瞒、 不回避ꎬ 下决心整改突

出问题ꎬ 下力气整治不良风气ꎬ 下功夫补齐工

作短板ꎬ 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维护好全国文

明城市的良好形象ꎮ
明年ꎬ 中央文明委在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

文明城市的同时ꎬ 也将对往届全国文明城市进

行复查ꎮ 各全国文明城市 (区) 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ꎬ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五大发展理

念ꎬ 认真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新要求新部

署ꎬ 站在 “十三五” 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深化

文明城市创建ꎬ 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ꎬ 在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

城市文明程度上下功夫ꎬ 在加强城市规划管

理、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上下功夫ꎬ 在创建为民

利民惠民、 提升群众满意度上下功夫ꎬ 在健全

创建工作长效机制、 保持创建经常化上下功

夫ꎬ 以丰硕的创建成果向党的十九大召开献

礼ꎬ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

应有贡献ꎮ
请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及时将本

通报精神转发辖区内的全国文明城市 (区) 文

明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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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推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０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ꎬ 中央文明委各成员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 各地各部门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大力加强家庭

文明建设ꎬ 在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为充分展示家庭文明建设

成果ꎬ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发

展ꎬ 根据中央文明委 ２０１６ 年工作安排和 «关
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 «全国文明家庭

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ꎬ 今年将评选表彰第一

届全国文明家庭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 全 会 精 神ꎬ 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ꎬ 围绕树立和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广泛发动各地各部门特别

是基层群众推荐和评选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ꎬ
推出事迹突出、 群众公认、 典型性强的文明家

庭ꎬ 树立全国性标杆ꎬ 在全社会形成 “注重家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良好风尚ꎬ 为促

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亲人相亲相爱ꎬ 促进下一代

健康成长ꎬ 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ꎬ 使千千万万

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

重要基点ꎬ 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

提高ꎬ 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ꎮ
二、 实施步骤
１ 成立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作

办公室ꎮ ９ 月中旬ꎬ 中央文明办、 全国妇联成

立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ꎬ
各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和

妇联成立相应办公室ꎬ 启动评选表彰工作ꎮ
２ 各地各有关部门择优推荐ꎮ 各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

作办公室按照中央文明办确定的分配名额 (见
附件 １)ꎬ 根据中央文明委 «全国文明家庭评选

标准和评选办法»ꎬ 广泛发动群众、 畅通参与

渠道ꎬ 积极推荐候选家庭ꎮ 各省 (区、 市) 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将拟推荐候选家庭在其所

属单位、 社区 (行政村) 征求意见ꎬ 同时征求

当地有关部门意见ꎬ 确认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候

选家庭无异议后ꎬ 再在省级主要媒体进行为期

７ 天的集中公示ꎮ 全国妇联商中央文明办ꎬ 从

全国妇联表彰的五好家庭和 “最美家庭” 以及

中央党群机关、 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表彰的全国

性荣誉个人的优秀家庭 (包括: 全国道德模

范、 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 劳动模范、 杰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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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 航天员、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教师、 优

秀医务工作者、 优秀体育运动员、 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 德艺双馨艺术家、 优秀企业家、 优秀

志愿者、 优秀技术工人、 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军烈属、 公安英烈家属、 荣誉军人、 好军嫂、
好警嫂等优秀家庭) 中综合考量、 择优推荐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ꎬ 全国妇联等有关部

门ꎬ 各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成

本地本部门的全国文明家庭筛选、 推荐、 公示

等工作ꎬ 通过网络 (中国精神文明网) 向第一

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提交全国

文明家庭申报表 (见附件 ２ꎬ 每个家庭附 ５００
字左右事迹简介、 一张全家福彩照) 和一份总

体推荐报告 (文明委领导签署意见ꎬ 盖文明委

印章)ꎮ 各地文明委和各有关部门要为上报的

每个候选家庭制作一个 １ 分钟的广播节目、 １
分钟的电视片ꎬ 报全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作

办公室批准后ꎬ 从候选家庭公示阶段起ꎬ 在中

央新闻媒体播出展示ꎮ
３ 材料审核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５ 日ꎬ 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对推荐名单

及先进事迹材料进行审核把关ꎬ 确定第一届全

国文明家庭候选名单ꎬ 报中宣部、 中央文明

办、 全国妇联领导审定ꎮ
４ 媒体公示ꎮ １０ 月 ２６ 日至 １１ 月 １ 日ꎬ 将

领导同志审定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候选名单

在中央新闻媒体进行为期 ７ 天的公示ꎬ 充分听

取群众意见、 接受社会监督ꎮ
５ 确定名单ꎮ １１ 月 ４ 日前ꎬ 综合公示和核

查情况ꎬ 提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建议名单ꎬ
报中央文明委领导审定ꎮ

６ 隆重表彰ꎮ 中央文明委审定建议名单

后ꎬ 作出表彰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的决定ꎮ １１
月中下旬ꎬ 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

彰大会ꎮ
三、 工作要求
１ 加强组织领导ꎬ 作出周密安排ꎮ 开展文

明家庭评选表彰ꎬ 抓的是社会的根本ꎬ 谋的是

子孙后代的未来ꎬ 对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 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推动国家发

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

作用ꎮ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荐评选表彰

全国文明家庭的重要性ꎬ 把这项工作作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

是关于 “三个注重” 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

措ꎬ 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

实践ꎬ 摆上重要位置ꎬ 切实抓好落实ꎮ 各级

文明委要认真研究评选推荐办法、 制定详细

实施方案ꎮ 各级文明办、 妇联要在文明委领

导下ꎬ 担起职责、 发挥作用ꎬ 确保推荐评选

工作顺利有序进行ꎮ
２ 面向基层家庭ꎬ 重在推选过程ꎮ 家庭是

社会的基本细胞ꎬ 家庭建设是国家建设、 社会

建设的基础工程ꎮ 文明家庭推荐评选ꎬ 群众基

础十分重要ꎮ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ꎬ 多深入村镇、 社区、 学校、 单位等实地走

访查看ꎬ 听取群众反映ꎬ 使推荐评选的过程成

为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过程ꎬ 成为凝聚共识、
推动工作的过程ꎮ 要坚持以基层推荐为主ꎬ 同

时兼顾各部门各行业推荐的家庭ꎬ 力求使评选

出的文明家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ꎬ 经得起实践

和群众的检验ꎮ
３ 广泛宣传发动ꎬ 形成良好氛围ꎮ 要充分

运用报刊、 电台、 电视台、 新闻网站ꎬ 推出有

分量、 有深度、 有影响的新闻报道、 评论言

论、 权威访谈、 专题节目ꎬ 大力宣传候选全国

文明家庭的先进事迹ꎬ 扩大推荐评选活动的社

会影响力ꎮ 要发挥新媒体移动化、 时尚化、 互

动性、 即时性等优势ꎬ 通过微博、 微信、 微视

频、 微电影、 手机客户端、 动漫、 公益广告等

方式ꎬ 展示文明家庭风采ꎬ 讲述文明家庭故

事ꎬ 激发广大家庭参与热情ꎮ 要引导各级各类

媒体特别是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ꎬ 加

大正面宣传力度ꎬ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ꎬ 推动兴

起文明家庭创建的热潮ꎮ
４ 严格评选程序ꎬ 注重推荐质量ꎮ 全国文

明家庭荣誉称号是家庭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荣

誉ꎮ 各省 (区、 市) 文明委要高度重视ꎬ 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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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ꎬ 本着优中选优、 宁缺

毋滥的原则ꎬ 严格筛选把关ꎬ 坚持质量第一ꎬ
做到程序规范、 客观公正ꎬ 真正把那些事迹突

出、 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家庭评选出来ꎮ 推荐

评选工作要严格按照中央文明委颁布的 «全国

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 进行ꎬ 置于社

会监督之下ꎬ 使过程公开公平ꎬ 使结果社会认

可ꎮ 要坚持实事求是ꎬ 防止形式主义、 弄虚作

假ꎬ 防止影响家庭日常生活ꎮ 要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 要求ꎮ
５ 关爱文明家庭ꎬ 突出价值导向ꎮ 要把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于文

明家庭推荐评选全过程ꎬ 弘扬家庭美德ꎬ 建设

新时代的家风文化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家庭里生根ꎬ 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

气ꎮ 要切实帮助文明家庭解决实际困难ꎬ 探索

建立礼遇文明家庭制度ꎬ 彰显文明家庭的崇高

社会地位ꎬ 在全社会树立 “注重家庭、 注重家

教、 注重家风” 的鲜明导向ꎮ

附件:
１ 全国文明家庭推荐名额分配方案

２ 全国文明家庭申报表

附件 １

全国文明家庭推荐名额分配方案
(总数 ３００ 户)

一、 各地推选 １８０ 户

地名 名额 地名 名额

北　 京 ５ 湖　 北 ７

天　 津 ４ 湖　 南 ８

河　 北 ８ 广　 东 ９

山　 西 ５ 广　 西 ５

内蒙古 ５ 海　 南 ３

辽　 宁 ５ 重　 庆 ５

吉　 林 ５ 四　 川 ９

黑龙江 ５ 贵　 州 ５

上　 海 ５ 云　 南 ５

江　 苏 ９ 西　 藏 ３

浙　 江 ７ 陕　 西 ５

安　 徽 ７ 甘　 肃 ５

福　 建 ５ 青　 海 ３

江　 西 ５ 宁　 夏 ３

山　 东 ９ 新　 疆 ５
河　 南 ９ 兵　 团 ２

　 　 (注: 根据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口比例及工作

情况确定)

二、 全国妇联推选 １２０ 户
从全国五好家庭和 “最美家庭” 以及中央

党群机关、 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表彰的全国性荣

誉个人的优秀家庭 (包括: 全国道德模范、 时

代楷模、 最美人物、 劳动模范、 杰出科学家、
航天员、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教师、 优秀医务

工作者、 优秀体育运动员、 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 德艺双馨艺术家、 优秀企业家、 优秀志愿

者、 优秀技术工人、 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军烈

属、 公安英烈家属、 荣誉军人、 好军嫂、 好警

嫂等优秀家庭) 中产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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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全国文明家庭申报表

家庭名称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家庭所在省 (区、 市)、 市 (区)、 县 (市)、 街道

(乡镇)、 社区 (村)

(全家福照片粘贴处)

家庭

成员

基本

情况

称谓 姓名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或家庭成员获省部级以上荣誉、
奖励

家

庭

主

要

事

迹
(约 ５００ 字ꎬ 可另附页)

省 (区、 市) 或行业主管部门文明委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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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环境保护部　 文化部　 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

关于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 文明办ꎬ 民政厅 (局)、 环保厅

(局)、 文化厅 (局)、 国资委、 工会、 团委、
妇联、 文联、 残联: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进一

步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ꎬ 中央有

关部门和单位共同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宣传推选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者、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活动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６ 年宣传推选学雷锋

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ꎮ 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民

政部、 环保部、 文化部、 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

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ꎬ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央电台、
中央电视台ꎮ

主办单位成立活动组委会ꎬ 负责组织协调

活动开展和评审工作ꎮ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央

文明办一局ꎬ 负责具体联络工作ꎮ
二、 活动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至 １２ 月ꎮ

三、 推荐条件
１ 最美志愿者推荐条件

(１)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有很强的社会

责任意识ꎮ
(２) 长期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ꎬ

在脱贫攻坚、 扶危济困、 关爱他人、 文化服

务、 环境保护、 讲文明树新风、 党员带头参加

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方面ꎬ 事迹突出、 群众

公认ꎮ
(３) 具有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所需的

专长和能力ꎮ
２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推荐条件

(１) 依法成立 ３ 年 (包括 ３ 年) 以上的志

愿服务组织ꎬ 无任何不良记录ꎬ 公信力强ꎮ 经

单位领导机构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意成立

的志愿服务组织ꎬ 表现特别突出的ꎬ 也可参与

推荐ꎮ
(２) 志愿者队伍相对稳定ꎬ 注册志愿者人

数原则上不少于 ２０ 人 (表现特别突出的志愿

服务组织的注册志愿者人数最低不得少于 １０
人)ꎮ

(３) 按照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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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３ 号) 要求ꎬ
制度健全、 管理科学、 运行良好ꎬ 吸引力凝聚

力较强ꎮ
(４) 有明确的服务领域ꎬ 经常组织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ꎮ
(５) 志愿服务成效显著ꎬ 在参与脱贫攻

坚、 创新社会治理、 服务民生需求方面贡献突

出ꎬ 服务对象评价高ꎬ 社会反响好ꎮ
３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推荐条件

(１) 持续稳定开展活动ꎬ 项目实施时间 ３
年以上 (含 ３ 年)ꎬ 参与人数有一定广泛性ꎬ
参与项目的注册志愿者原则上不少于 ２０ 人ꎮ

(２) 项目定位明确、 运作规范ꎬ 具有操作

性、 持久性ꎬ 具备完整的工作方案、 规范的管

理制度、 科学的运作模式、 齐全的档案资料ꎮ
(３) 在当地或所在系统内有较大影响ꎬ 在

脱贫攻坚、 传播文明、 服务社会、 促进和谐方

面产生了明显社会效益ꎮ
(４) 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ꎬ 对社会公众具

有带动、 引导作用ꎬ 符合我国国情及社会需

求ꎬ 具备可复制性及在全国范围推广的条件和

价值ꎮ
４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推荐条件

(１) 坚持把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与创新社

区治理结合起来ꎬ 社区内环境整洁ꎬ 邻里关系

融洽ꎮ
(２)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社区志愿服务氛

围浓厚ꎬ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社区常住人口的比

例≥１５％ꎮ
(３) 按照中央文明办制定下发的 «社区志

愿服务方案» (文明办 〔２０１４〕 ２ 号)ꎬ 制定了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流程ꎬ 拥有完善的志愿者招

募注册和管理培训制度、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
志愿服务激励嘉许和回馈制度ꎮ

(４) 辖区内的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到社区

报到ꎬ 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ꎮ
(５) 采取社会工作者带志愿者的活动方

式ꎬ 组织志愿者围绕家政服务、 文体活动、 心

理疏导、 医疗保健、 法律服务等内容ꎬ 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ꎮ
(６) 积极协调辖区内企业、 机关、 学校、

医院和公益慈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成立专业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到社区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ꎮ
２０１５ 年入选的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的个人、 组织、 项目和社区ꎬ
不再参加此次宣传推选活动ꎮ

四、 推选程序
１ 组织择优推选

在层层择优推荐的基础上ꎬ 各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在充分征求当

地宣传、 民政、 环保、 文化、 国资委、 工会、
共青团、 妇联、 文联和残联意见后ꎬ 向中央文

明办推荐 １０ 个最美志愿者、 １０ 个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 １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１０ 个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ꎮ
本次活动主办单位民政部、 环保部、 文化

部、 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

央、 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 人民日

报、 光明日报、 中央电台、 中央电视台也可向

组委会推荐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和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ꎮ
各推荐单位填写推荐表 (附后)ꎬ 于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ꎬ 将推荐表电子版发至组委会电子邮箱

(ｚｙｆｗ＠ ｗｅｎｍｉｎｇ. ｃｎ)ꎮ 请各推荐单位将加盖公

章的推荐表纸质版于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邮寄至中央

文明办ꎮ 邮寄地址: 北京市西长安街 ５ 号ꎬ 中

央文明办一局ꎬ 邮编 １００８０６ꎮ 联系人: 何一

帆ꎬ 电话: ０１０ － ８３０８５２４５ꎮ 请在信封上注明

“四个 １００ 活动” 字样ꎮ
２ 集中展示评选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中国文明网、 人

民网、 新华网、 光明网、 央广网、 央视网对各

地各部门推荐的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进行

集中展示ꎬ 并接受群众投票ꎮ 具体投票规则随

网络投票页面公布ꎮ 专题网页上设专门入口ꎬ
接受网民实名推荐其他候选人、 候选组织、 候

选项目和候选社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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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下旬ꎬ 组委会参考网上投票情况ꎬ 从

推荐名单中选出 “四个 １００” 建议名单ꎬ 并在

中国文明网、 人民网、 新华网、 光明网、 央广

网、 央视网公示ꎮ
在候选名单展示期间ꎬ 各地各有关部门组

织本地本系统ꎬ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活动ꎬ 组织广大群众支持、 参与

宣传推选活动ꎬ 形成宣传先进、 学习先进的浓

厚氛围ꎮ
３ 发布先进典型

１２ 月 ５ 日ꎬ 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正式发布

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名单ꎮ
五、 工作要求
１ 高度重视ꎬ 精心组织ꎮ 各地各部门要把

此项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抓手ꎬ 作为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推进学

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的重要举措ꎬ 摆上重要位

置ꎬ 精心组织实施ꎮ 各地要成立活动组织机

构ꎬ 文明办牵头作出周密部署ꎬ 使宣传推选的

过程成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传统美

德、 提升全社会志愿服务水平的过程ꎬ 成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ꎮ
２ 深入基层ꎬ 发动群众ꎮ 要充分体现群众

性ꎬ 立足社区、 企业、 村镇、 学校、 机关等基

层单位ꎬ 着重推荐来自群众身边的 “最美、 最

佳” 典型ꎬ 广泛发动群众评议ꎮ 各地各部门要

充分利用网络、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ꎬ 组织群

众开展网上留言、 讨论等互动活动ꎮ
３ 积极培育ꎬ 重在建设ꎮ 健全的队伍、 管

用的项目、 完善的组织和有效开展活动的社

区ꎬ 是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 扩大学雷

锋志愿服务覆盖面的重要保障ꎮ 要通过宣传推

选 “四个 １００” 活动ꎬ 树立一批学雷锋志愿服

务的先进典型ꎬ 让人们跟着学、 照着做ꎬ 形成

点燃一盏灯、 照亮一大片的效应ꎬ 以此推动各

类志愿者队伍、 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项目

和志愿服务社区的健康发展ꎬ 实现全社会学雷

锋志愿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ꎮ
４ 广泛宣传ꎬ 营造氛围ꎮ 要把新闻宣传贯

穿活动始终ꎬ 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学雷锋志愿

服务工作的进展和成效ꎬ 宣传最美志愿者的感

人事迹和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时代风采ꎬ 展示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的积极成效和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的良好形象ꎬ 不断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ꎬ 引导人们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营

造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ꎮ

附件:
１ “最美志愿者” 推荐表

２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推荐表

３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推荐表

４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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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最美志愿者” 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通信地址: 　

联系方式: 　

所在志愿服务组织: 　

主要服务项目: 　

何时起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累计参加志愿服务时数: 　

主要事迹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被推荐人照片 (半身照、 生活照均可)

　

推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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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推荐表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志愿者人数: 　

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数: 　

人均开展志愿服务时数: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经常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 　

主要事迹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开展活动的照片 (２ 张)

　

推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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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推荐表

项目名称: 　

开展项目的时间: 　

参与项目的注册志愿者人数: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概述及亮点成效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开展活动的照片 (２ 张)

　

推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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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推荐表

社区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方式: 　

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社区常住人口的比例: 　

经常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 　

每年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次数: 　

主要事迹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开展活动的照片 (２ 张)

　

推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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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中国科协

关于印发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 教育局)、
民政厅 (局)、 文化厅 (局)、 文物局、 科协: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ꎬ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共

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ꎬ
现予印发ꎬ 请认真贯彻落实ꎮ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

围绕发挥公共文化设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

作用ꎬ 根据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等 ８
部门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１０ 号) 精神ꎬ 现就深入推进

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美术馆、 科技

馆和革命纪念馆 (以下统称公共文化设施) 学

雷锋志愿服务ꎬ 提出以下意见: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以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为出发点ꎬ 以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为目标ꎬ 以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

馆、 美术馆、 科技馆和革命纪念馆为平台ꎬ 稳

步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站点建设ꎬ 广泛

吸引志愿者参与文化志愿服务ꎬ 发展壮大学雷

锋志愿服务队伍ꎬ 大力弘扬 “奉献、 友爱、 互

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ꎬ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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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人民精神力量ꎬ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ꎬ
助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思想

保证、 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道德滋养ꎮ
(二) 基本原则ꎮ 坚持正确导向ꎮ 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树立红色阵地意

识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结合融入文化

志愿服务ꎬ 引导人们服务他人、 奉献社会ꎬ 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ꎬ 共同建设美好生活ꎬ 促进在

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ꎮ
坚持文化育人ꎮ 突出爱国主义主旋律ꎬ 用

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 以

文育人ꎬ 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 优秀

文化和科技成果ꎬ 继承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

化传统ꎬ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ꎬ
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国家观、 文化观ꎬ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

底气ꎮ
坚持示范带动ꎮ 立足公共文化设施实际ꎬ

自上而下、 逐次推进ꎬ 率先搞好国家级文博单

位和科普场馆的志愿服务ꎬ 抓点带线、 以线促

面ꎬ 建立示范带动机制ꎬ 建设一批活动规范有

序、 作用发挥明显、 社会影响力强的示范单

位ꎬ 为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志愿服务树立榜样和

标杆ꎬ 示范带动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服务项目

健康发展ꎬ 促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

态化ꎮ
坚持改革创新ꎮ 把支持和发展公共文化设

施志愿服务纳入文化体制改革ꎬ 促进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ꎮ 深化志愿服务内容

和形式创新ꎬ 因地制宜ꎬ 科学规划ꎬ 突出特

色ꎬ 打造品牌ꎮ 深化文化志愿服务管理模式创

新ꎬ 鼓励志愿者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服

务ꎬ 提高志愿服务效率ꎬ 提升志愿服务水平ꎮ
(三) 工作目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基本建成公

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组织体系、 志愿服务项目

体系和志愿服务管理制度体系ꎮ 公共文化设施

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ꎬ 志愿服务组织充满活

力ꎬ 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ꎬ 成为全社会学雷

锋志愿服务的品牌、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窗口、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阵地ꎮ
二、 壮大公共文化设施志愿者队伍
(四) 志愿者服务内容ꎮ 公共文化设施志

愿者ꎬ 是指以自己的时间和知识、 技能、 体力

等ꎬ 在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志愿服务的个人ꎮ 公

共文化设施志愿者一般从事三类服务: 一是社

会教育ꎬ 主要是讲解导览、 公共教育、 文化活

动等ꎻ 二是专业服务ꎬ 主要是参与文创开发、
藏品登记、 专业研究、 文献翻译、 陈列展览

等ꎻ 三是辅助管理ꎬ 主要是行政运行、 信息咨

询、 环境秩序维护等ꎮ
(五) 志愿者招募范围ꎮ 公共文化设施要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招募社会志愿者ꎬ 也可招募

本单位职工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志愿服务ꎮ 鼓励

面向社会招募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志愿者ꎬ 发

挥他们时间充裕、 服务热情高、 生活阅历丰富

的优势ꎬ 形成公共文化设施志愿者的稳定力

量ꎮ 鼓励从文化单位、 研究机构、 专业院校招

募志愿者ꎬ 支持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积极

参与ꎬ 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ꎬ 提升志愿服务专

业化水平ꎮ 支持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慈

善组织及其志愿者队伍ꎬ 协同公共文化设施开

展志愿服务、 培训和管理ꎮ 倡导青少年学生到

公共文化设施参加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ꎬ 培养

志愿服务意识ꎬ 提高社会实践能力ꎬ 增强社会

责任感ꎮ 在校学生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

务ꎬ 原则上应由学校统一组织ꎮ
(六) 志愿者招募条件ꎮ 公共文化设施志

愿者一般应年满 １８ 周岁ꎬ 具备与从事志愿服务

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身体条件、 服务时间、
服务技能和人文素养ꎬ 能够参加志愿服务培训

及相关活动ꎮ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ꎬ 具有良

好品行ꎬ 工作负责ꎬ 热情礼貌ꎬ 友好协作ꎮ 不

满 １８ 周岁的未成年人经其监护人同意或由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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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陪同ꎬ 可参加与其年龄、 身心状况相适应

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ꎮ
三、 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
(七) 成立志愿服务组织ꎮ 公共文化设施

可根据志愿服务需要ꎬ 经单位领导机构同意ꎬ
在本单位成立志愿服务组织ꎮ 公共文化设施成

立的志愿服务组织可以申请成为已登记志愿服

务组织的会员单位或分支机构ꎬ 接受其规范指

导和工作支持ꎮ 达到登记条件的ꎬ 可向民政部

门申请依法登记ꎮ 鼓励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支持

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组织的启动成立、 初期

运作、 项目开发、 合作交流等ꎬ 帮助提升公共

文化设施志愿服务能力ꎮ
(八) 设立志愿服务站点ꎮ 公共文化设施

结合自身实际ꎬ 建立志愿服务站点ꎬ 搭建志愿

服务平台ꎮ 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志愿服务管理

制度ꎬ 编写志愿服务手册或服务指南ꎬ 为志愿

者开展志愿服务提供基本遵循和依据ꎮ 要安排

工作人员做好志愿服务的组织、 管理和保障ꎬ
引导志愿者与公共文化设施工作人员协同配

合ꎬ 合力提高服务效能ꎮ
(九) 坚持项目化运作ꎮ 把面向群众、 服

务社会摆在首位ꎬ 结合公共文化设施自身特

点ꎬ 精心设计开展志愿服务项目ꎮ 项目定位要

准确ꎬ 紧密结合志愿服务对象的需求ꎬ 合理安

排志愿服务内容和志愿者岗位ꎬ 明确岗位职

责、 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ꎮ 志愿者招募要精

准ꎬ 明确每一个岗位对志愿者知识、 技能、 年

龄、 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具体要求ꎬ 把合适的人

放在合适的岗位上ꎬ 使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ꎮ
项目实施要规范ꎬ 运用管理制度规范志愿者行

为ꎬ 提高服务质量ꎬ 打造品牌项目ꎬ 扩大志愿

服务社会影响ꎮ
(十) 积极拓展服务范围ꎮ 要立足单位、

聚焦服务ꎬ 不断拓展志愿服务领域ꎬ 扩大志愿

服务覆盖面ꎮ 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开展面向老年

人、 未成年人、 残疾人、 农民工和生活困难群

众的志愿服务ꎬ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
扶危济困、 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ꎬ 促进社会和

谐ꎬ 维护社会稳定ꎮ 鼓励公共文化设施与大中

学校结对子ꎬ 成为大中学生课外活动和社会实

践基地ꎬ 设计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志愿服务项

目ꎮ 倡导公共文化设施加强社会合作ꎬ 组织志

愿者走进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城乡社区ꎬ
举办知识讲座、 巡回展览、 文艺演出、 阅读推

广等ꎬ 传播先进文化ꎬ 普及科学知识ꎮ 积极探

索 “互联网＋志愿服务”ꎬ 安全合规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ꎬ 助推志愿服务专业化、 特色化和精准

化ꎮ 鼓励符合规定条件的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

务组织ꎬ 积极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ꎮ
四、 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

制度
(十一) 做好志愿者招募和注册ꎮ 公共文

化设施要根据志愿服务的需要ꎬ 及时发布招募

信息ꎬ 明确志愿服务所需的条件和要求ꎬ 组织

开展经常性招募和临时性招募ꎬ 使志愿服务有

人做、 做得好ꎮ 依托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ꎬ
建立完善志愿者注册制度ꎬ 保护志愿者个人隐

私ꎮ 志愿者应在注册时ꎬ 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服务技能、 服务时间、 联系方式等个人基本

信息ꎮ
(十二) 加强志愿者培训和管理ꎮ 公共文

化设施要根据志愿服务要求ꎬ 以提升志愿者素

质和能力为重点ꎬ 组织学习培训ꎬ 开展研讨交

流ꎬ 不断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意识、 服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ꎮ 加强志愿者骨干的培养ꎬ 使他们成

为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ꎮ 跟踪掌

握志愿者接受培训、 参加服务的情况ꎬ 评估服

务效果ꎬ 及时改进提高ꎬ 实现志愿者、 服务对

象和服务项目的有效衔接ꎮ 坚持管理与服务并

重ꎬ 尊重志愿者意愿和劳动成果ꎬ 保护志愿者

的合法权益ꎬ 吸引和留住优秀志愿者ꎮ
(十三) 健全志愿服务考核激励机制ꎮ 公

共文化设施要建立和完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ꎬ
开展以志愿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为主要内容

的综合评价ꎬ 调动和保护志愿者的积极性和

服务热情ꎮ 按照 «志愿服务记录办法» (民函

６０３



法规文件

〔２０１２〕 ３４０ 号) 和 «关于规范志愿服务记录

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发 〔２０１５〕 １４９ 号)
要求ꎬ 采用统一的内容、 格式和记录方式ꎬ 及

时、 完整、 准确记录志愿者参加公共文化设施

志愿服务的信息ꎬ 规范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

明ꎬ 做好志愿者星级认定工作ꎮ 要充分体现志

愿服务自愿、 无偿、 利他、 平等的特点ꎬ 建立

志愿者嘉许制度ꎬ 褒扬和嘉奖本单位招募的优

秀志愿者ꎬ 积极探索优秀志愿者激励回馈制

度ꎮ 按照 “谁证明谁负责” 的原则ꎬ 逐步建立

志愿服务虚假证明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督检查

制度ꎮ
(十四) 加强志愿服务保障和支持ꎮ 公共文

化设施要将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纳入事业发展

规划ꎬ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ꎬ 制定保障措施和支持

措施ꎬ 促进志愿服务持续健康发展ꎮ 要结合实际

制定实施方案ꎬ 明确具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ꎬ 扎

实推进工作落实ꎬ 不断提高志愿服务的科学化、
规范化和社会化水平ꎮ 要保障志愿者必要的工

作条件ꎬ 为开展志愿服务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ꎮ
根据志愿服务活动的需要ꎬ 为志愿者提供适当

的交通、 误餐等补助ꎬ 购买必要保险、 提供基本

保障ꎬ 切实维护志愿者的正当权益ꎮ
五、 加强组织领导
(十五) 明确工作职责ꎮ 落实中央文明委

工作部署ꎬ 把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纳入学雷

锋志愿服务总体工作ꎬ 统筹安排、 共同推进ꎮ
各地文明办要发挥好牵头作用ꎬ 民政部门要切

实履行行政管理工作职责ꎬ 宣传、 教育、 文

化、 文物、 科协等有关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能ꎬ
发挥自身优势ꎬ 加强宣传引导ꎬ 按照有关规定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进行

表彰奖励ꎬ 积极营造支持和参与公共文化设施

学雷锋志愿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ꎮ
(十六) 发挥示范作用ꎮ 制定公共文化设

施学雷锋志愿服务首批 ６１ 个示范单位具体工作

方案ꎬ 逐一明确志愿者数量、 岗位、 条件和报

名方式ꎬ 在中央媒体公布ꎬ 形成社会声势ꎬ 广

泛吸引志愿者参与ꎬ 激励示范单位发挥带头作

用ꎬ 走在前列ꎮ 公共文化设施的党政领导干

部、 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要作出表率ꎬ 积极参

加学雷锋志愿服务ꎮ 公共文化设施行业组织和

全国性志愿服务总队要发挥好联络协调作用ꎬ
推动行业性和区域性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ꎬ 促进地区间文化志愿服务协同联动ꎬ 形成

合力ꎮ

附: 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首

批示范单位名单

附件

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首批示范单位名单

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内蒙古博物院、 辽宁省博物馆、 吉林省博物

院、 上海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浙江省博物

馆、 安徽博物院、 山东博物馆、 河南博物院、
湖北省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 广东省博物

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 云南省博

物馆、 西藏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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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敦煌研究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

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文化馆: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福建省艺术馆、 山东

省文化馆、 广东省文化馆、 四川省文化馆

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 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

浙江美术馆、 湖北美术馆

科技馆:
中国科学技术馆、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上

海科技馆、 浙江省科技馆、 山东省科学技术宣

传馆、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

革命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西柏坡纪念

馆、 唐山抗震纪念馆、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阜

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 大庆铁人王进喜纪

念馆、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中

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兰考焦裕禄

纪念园、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湖南雷锋纪

念馆、 遵义会议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关于表彰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
获奖作品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 团委、
妇联:

为进一步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

活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中共中

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

央、 全国妇联组织开展了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

征集推广活动ꎮ 经各地推荐上报、 师生试唱评

议和专家评审ꎬ “墙上奖状有三张” 等 １０ 首童

谣被评为一等奖ꎬ “搂着祖国笑一下” 等 １０ 首

童谣被评为二等奖ꎬ “撑起蓝蓝天” 等 ２０ 首童

谣被评为三等奖ꎬ “雨丝衣” 等 ３０ 首童谣被评

为优秀奖ꎬ 予以表彰ꎮ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ꎬ 再接再

厉ꎬ 继续创作健康向上、 通俗易懂、 简洁明

快、 体现童心童趣的童谣作品ꎮ 希望各地各部

门认真做好优秀童谣创作推广工作ꎬ 在广大少

年儿童中组织开展优秀童谣传唱活动ꎬ 运用电

视、 广播、 网络等多种形式进行展播ꎬ 用健康

的文化产品滋润未成年人的心田ꎬ 推动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不断深入ꎮ

附: 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获奖名单

８０３



法规文件

附件

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获奖名单

一等奖 (１０首)
１ 墙上奖状有三张 (马光复　 中国作家协

会儿童文学作家　 首都文明办推荐)
２ 网上卖瓜 (王兆福　 小学生拼音报社编

辑　 山西省文明办推荐)
３ 要当大英雄 (盖尚铎　 辽宁省兴城市作

家协会作家　 辽宁省文明办推荐)
４ 那是一串红辣椒 (刘秉刚　 上海市虹口

区文化馆退休职工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５ 结勾勾 (马小焱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

向阳小学教师　 浙江省文明办推荐)
６ 小竹笋 (简丽琴　 江西省樟树市文联作

家　 江西省文明办推荐)
７ 叠纸船 (门秀山　 山东省青岛幼儿师范

学校退休教师　 山东省文明办推荐)
８ 小乌龟 (梁皓铭　 海南省东方市铁路小

学三 (６) 班学生　 海南省文明办推荐)
９ 好人就在我身边 (蒲华清　 重庆出版集

团退休职工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１０ 怀念红小鬼 (乌日塔那顺 　 青海省海

西州都兰县自由职业者　 青海省文明办推荐)
二等奖 (１０首)
１ 搂着祖国笑一下 (赵铁民　 辽宁省沈阳

市法库县文化馆馆长　 辽宁省文明办推荐)
２ 梅花鹿 (樊发稼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

学作家　 首都文明办推荐)
３ 小米粥 (朱宝平　 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

镇农民　 天津市文明办推荐)
４ 草地我家 (张锦怡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

科学院作家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５ 看花脸 (王舒艺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幼

儿园教师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６ 姥姥的小菜园 (金木子　 安徽省颍上县

慎城镇二小三年级学生　 安徽省文明办推荐)

７ 小青蛙看外婆 (邹水玲　 江西省樟树市

文联作家　 江西省文明办推荐)
８ 从小学做人 (李少白　 湖南省长沙市文

联作家　 湖南省文明办推荐)
９ 中国娃　 爱书法 (雷金息　 广西壮族自

治区桂林市临桂区文学协会作家　 广西壮族自

治区文明办推荐)
１０ 爷爷寻亲 (戚万凯　 重庆市巴南区文

联干部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三等奖 (２０首)
１ 撑起蓝蓝天 (李金本　 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总社高级编辑　 首都文明办推荐)
２ 河里跳下一群鸭 (李海生　 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会儿童文学作家　 首都文明办推荐)
３ 我的小伙伴 (赵童瑶　 北京市光明小学

学生　 首都文明办推荐)
４ 夜放风筝 (李娇阳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

１４ 小学教师　 天津市文明办推荐)
５ 手捧蛋蛋跟鸡跑 (杨舒棠　 河北省河北

梆子剧院剧作家　 河北省文明办推荐)
６ 高铁列车 (高红石　 辽宁省沈阳市教师

新村幼教连锁机构幼儿教师　 辽宁省文明办推

荐)
７ 勤俭节约争第一 (胡宇帆　 吉林省和龙

市第二实验小学五 (２) 班学生 　 吉林省文明

办推荐)
８ 小蜻蜓 (蔡玉刚　 凤举商儒公司经理　

黑龙江省文明办推荐)
９ 爷爷教我写春联 (宋心泰　 上海市奉贤

区委宣传部干部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１０ 一群小朋友 (季炜程 　 江苏省启东市

实验小学学生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１１ 我们都是好孩子 (郭赵佳 　 江苏省南

通市通州区五窑小学学生 　 江苏省文明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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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１２ 南海深　 南海大 (傅孙义 　 福建省泉

州市鲤城区诗词学会退休干部　 福建省文明办

推荐)
１３ 姥姥手艺巧 (王艳萍 　 河南省平顶山

市郏县人劳局退休干部　 河南省文明办推荐)
１４ 搭把手 (梁和平　 湖北省仙桃市文联

编剧　 湖北省文明办推荐)
１５ “周末作业” (廖弟华　 重庆市巴南区

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１６ 公路修进山 (彭万洲 　 四川省达州市

图书馆退休干部　 四川省文明办推荐)
１７ 地球发烧 (罗艺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

第六中学九 (１１) 班学生　 贵州省文明办推荐)
１８ 快快放下小手机 (李华 　 云南省文山

市文联干部　 云南省文明办推荐)
１９ 低碳三件宝 (李彦芬 　 陕西省咸阳市

永寿县马坊镇养马庄村退休职工　 陕西省文明

办推荐)
２０ 大手牵小手 (薛金玉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奎屯市东轩苑社区干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文明办推荐)
优秀奖 (３０首)
１ 雨丝衣 (李宏声　 北京海豚出版社编辑

　 首都文明办推荐)
２ 小雨滴 (高淑英　 中石化华北销售公司

退休职工　 天津市文明办推荐)
３ 和谐谣 (郜彬儒　 天津市河北区教师进

修学校退休作家　 天津市文明办推荐)
４ 睡午觉 (赵昕毅　 山西省阳泉市上站小

学四年级 (５) 班学生　 山西省文明办推荐)
５ 吃月饼 (郝大廉　 山西省汾阳市技校退

休教师　 山西省文明办推荐)
６ 家 (申大局　 山西省运城市文联编剧　

山西省文明办推荐)
７ 做个探月科学家 (王静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亚东第二小学教师　 内蒙古

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８ 诚信谣 (魏国富　 辽宁省阜新市纪委宣

传部副部长　 辽宁省文明办推荐)
９ 大嘴怪 (王建军　 哈尔滨 «学生之友»

杂志社主编　 黑龙江省文明办推荐)
１０ 敬老爱幼好温馨 (赵国华 　 上海市汽

车电机厂退休职工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１１ 红帽子 (贾叙伦　 江苏省镇江市作家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１２ 乌篷船 (沈徐亮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安昌镇中心小学教师　 浙江省文明办推荐)
１３ 自由谣 (郁旭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实验小学教师　 浙江省文明办推荐)
１４ 数千山 (林淑阳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

蓬莱中心小学　 六年级学生福建省文明办推荐)
１５ 这样相处多和睦 (沈进龙 　 福建省三

明市宁化四中教师　 福建省文明办推荐)
１６ 南海灯塔 (孙保纪　 山东省青岛市影

视文化研究会退休职工　 山东省文明办推荐)
１７ 爷爷的背 (李煜璇　 湖北省宜昌市猇

亭区长堰堤小学学生　 湖北省文明办推荐)
１８ 酉水娃 (彭秀勤　 湖南省湘西州保靖

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湖南省文明办推荐)
１９ 童年的音符 (张姝涵 　 湖南省常德市

武陵区卫门口小学学生　 湖南省文明办推荐)
２０ 小蟋蟀吹口哨 (李高泽 　 广东省鹤山

市文化馆馆员　 广东省文明办推荐)
２１ 壮家小绣球 (郑安潞 　 广西壮族自治

区河池市大化公路局职工、 陈恒芳　 广西壮族

自治区河池市群众艺术馆退休干部　 广西壮族

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２２ 小蜡笔 (韦婷婷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市融水县文明办干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

办推荐)
２３ 造玩具 (徐平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小

学退休教师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２４ 杨柳树 (刘芳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

作协干部　 四川省文明办推荐)
２５ 剪窗花 (巩章玉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

区文联干部　 贵州省文明办推荐)
２６ 爱听 (德吉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

０１３



法规文件

区自由作者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２７ 小书架 (张行　 陕西省咸阳市彬县城

关中学七 (５) 班学生　 陕西省文明办推荐)
２８ 三个好伙伴 (平和　 甘肃省平凉市泾

川县新建街居民　 甘肃省文明办推荐)
２９ 赞营养午餐 (刘志媛 　 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宁县大战场中心小学五 (２) 班学生 　 宁

夏回族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３０ 祖国最美丽 (张紫嫣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六师五家渠市第三小学四年级 (３) 班学

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推荐)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 和 «全国文明城区测评

体系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 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６〕 ２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
现将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

系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 和 «全国文明城

区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 印发给

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ꎮ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说　 明

一、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

系操作手册» 是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的配套文件ꎬ 依据 «测评体系» １２
个测评项目、 ９０ 项测评内容、 １８８ 条测评标准ꎬ
进行指标细化ꎬ 明确具体要求ꎮ

二、 测评数据采取网上申报、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３ 种方式采集ꎮ 网上申报数据主要为

市区数据 (明确要测评农村地区的标准除外)ꎻ
数据采集时间期限原则上以本轮创建周期为准ꎬ
相关具体要求在测评前通过 “网上申报系统”
统一发布ꎮ 实地考察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央文明

委成员单位、 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实施ꎮ 问卷

调查包括入户调查和随机街访两种方式ꎮ
三、 本操作手册由中央文明办发布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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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ꎮ

网上申报部分

一、 中央文明办开设 “网上申报系统”ꎬ
测评前将网址、 用户名及密码发给参评城市

(区)ꎮ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城市) 测评

体系操作手册» 规定的需要进行网上申报的指

标均由参评城市 (区) 通过网上报送ꎮ
二、 网上报送材料分为四种格式———规范

文件、 说明报告、 实景图片、 统计表格ꎮ 规范

文件需扫描文件的红头页或盖章页制作成图片

格式上报ꎬ 文件主体部分可以说明报告形式上

传ꎬ 由省级主管部门提出评价意见的需同时提

供红头页和盖章页ꎮ 说明报告要按照字数要求

写出文字说明ꎬ 以 Ｗｏｒｄ、 ＷＰＳ 或永中格式上

传ꎬ 有关制度、 举措、 数字方面的说明需注明

来源出处ꎮ 实景图片要求提供现场照片、 样报

图片或电视截屏ꎬ 统一制作成 ＪＰＧ 或 ＪＰＥＧ 格

式上传ꎬ 每张图片容量不能大于 ２Ｍꎮ 实景图

片数量要求测评前将在 “网上申报系统” 上统

一发布ꎮ 统计表格由各地从 “网上申报系统”
下载模板进行填写ꎬ 加盖市级相关主管部门公

章ꎬ 扫描制作成图片格式文件上传ꎮ
三、 网上申报评分方法采用 “状态描述

法”ꎬ 以 Ａ、 Ｂ、 Ｃ、 Ｃ＃进行评价ꎮ Ａ 为满分ꎬ Ｂ
为 ６６％ꎬ Ｃ 为 ３３％ꎬ Ｃ＃为 ０ 分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
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

Ⅲ－１
干部群众全面深入

学习

１)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精神作为党委政府一项长期政

治任务ꎬ 制定具体学习计划及实

施方案ꎻ

①提供市委或市委办公厅 (室) 印发的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方案 (规范文件):
②说明本市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ꎬ 引导党员

干部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做讲政治、 有信念ꎬ 讲规矩、 有纪律ꎬ
讲道德、 有品行ꎬ 讲奉献、 有作为的合格党员的情

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系统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精 神ꎬ 抓 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的

学习ꎬ 专题学习关于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论述ꎮ

①说明市直机关工委、 组织部、 宣传部、 教育

部门通过个人自学、 集体交流、 理论研讨、 集

中培训等多种方式组织干部群众全面学习讲话

精神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２０１６ 年版) 的情况 (说
明报告)ꎻ
②提供市委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２
健全完善学习制度

１) 以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

为示范带动ꎬ 一级抓一级、 层层

抓学习ꎬ 完善督查考核办法ꎻ

①提供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纳入市委中心

组学习内容的情况 (统计表格)ꎻ
②提供市级委办局党委 (党组)、 区级党委、 街

道办事处建立完善学习制度的规范文件ꎻ
③提供市委或市委办公厅 (室) 或市委组织部

关于将考核结果纳入领导干部综合评价体系和

领导班子建设目标管理体系的规范文件ꎮ

２) 党校、 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

把学习讲话精神纳入培训教学ꎮ
分别提供市委党校、 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的课

程安排 (说明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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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
学习宣传贯

彻 “ 四 个

全 面 ” 战

略布局

Ⅲ－３
加强宣传阐释

深入开展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宣传教育ꎬ 引导人们深

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

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ꎬ 丰富内

涵ꎬ 内在联系和实践要求ꎮ

①提供反映市委宣传部开展 “五位一体” 总体

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主题宣传教育的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市新闻媒体宣传阐释 “五位一体” 总

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情况 (说明

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③提供反映市委宣传部开展新发展理念宣传教

育的规范文件ꎻ
④说明本市新闻媒体宣传新发展理念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Ⅲ－４
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１) 组织领导干部、 专家学者到

基层一线宣讲ꎬ 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ꎬ 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ꎻ

①说明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专家学者到基层一线

的宣讲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运用展览展示等形式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积极稳妥做好经济社会热点

难点问题的舆论引导ꎬ 抵制各种

错误思潮的影响ꎮ

提供市属新闻媒体做好热点难点问题舆论引导

的情况 (统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３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

国梦学习宣

传教育

Ⅲ－５
学习教育和主题实

践系统化长期化

１) 坚持不懈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ꎬ 坚定干

部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ꎻ

①提供反映市有关部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武装党员群众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经

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

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ꎬ 广泛开展党史、 国史、 社会

主义发展史教育ꎬ 加强中国道路

宣传教育ꎬ 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强大力量ꎻ

①提供市属新闻媒体开展成就宣传的情况 (统
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市有关部门在重要时间节点 (清明、 五

一、 五四、 六一、 七一、 八一、 十一及抗战胜

利纪念日、 烈士纪念日、 国家公祭日等)ꎬ 运用

网上访谈、 基层宣讲、 展览展示、 演讲征文等

方式ꎬ 组织开展中国道路宣传教育的情况 (说
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３) 党委切实负起意识形态工作

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ꎬ 经常研

究解决重大问题ꎬ 掌握领导权、
话语权ꎻ

①提供市委或市委办公厅 (室) 贯彻落实 «党
委 (党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的

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市委常委会研究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４) 加强法治意识、 国家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庭意识教育ꎮ

说明市有关部门开展宣传教育的情况 (说明报

告ꎬ 实景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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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４
组织实施

Ⅲ－６
制定实施方案

落实中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和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

案»ꎬ 制定年度工作实施方案ꎮ

①提供市委落实中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市委宣传部、 文明办落实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的年度工作实

施方案 (规范文件)ꎮ

Ⅲ－７
建立健全机制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ꎬ 明确

责任分工ꎬ 加强督促检查ꎮ

①提供反映本市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

齐抓共管、 宣传部门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分工

负责、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反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作成

效纳入本市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规范文件ꎻ
③说明定期开展督查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５
教育实践

Ⅲ－８
深化推广普及

１) 主要新闻媒体、 都市类媒

体、 网络媒体持续有效宣传普及

１２ 个主题词ꎮ

①分别统计市属党报、 晚报、 都市报和电台、 电视

台开设专题专栏宣传阐释核心价值观的情况 (统
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运用微信、 微博、 微视频、 微电影、 手机客

户端等新媒体 (不少于 ２ 种) 拓展核心价值观网

上传播平台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编写通俗读物ꎬ 开展宣讲

解读ꎮ

说明市级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

深入城乡基层ꎬ 运用讲坛论坛、 座谈交流、 通

俗读物等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宣讲解读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３) 运用文艺形式和民族民间文

化样式传播核心价值观ꎮ

提供市属文艺院团或其他文化团体创作推出展示核

心价值观的电影、 电视剧、 广播剧、 小说、 诗词、
戏剧、 动漫、 歌曲、 曲艺等文艺作品 (不少于 ３
种) 的剧照、 海报、 封面照片或新闻报道截图ꎮ

Ⅲ－９
融入日常生活

１) 依托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等ꎬ 开展核心价

值观教育ꎻ

①说明依托图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 纪念馆、 科

技馆和少年宫等基层文化设施组织开展核心价值观

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科普教育基地、 国防

教育基地、 青少年课外活动基地建设之中的情

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开展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范、 职业规

则、 团体章程等规范守则教育实

践活动ꎻ

①说明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行业规范、 职业规则、 团体章程ꎬ 在党员干部、
公众人物、 青少年中开展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

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市印制和发放市民文明手册或其他宣

传资料ꎬ 推进文明社会风尚行动的情况 (说明

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３) 运用升国旗仪式、 成人仪

式、 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礼仪制

度传播主流价值ꎮ

提供反映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开

展纪念庆典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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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５
教育实践

Ⅲ－１０
发挥榜样作用

１) 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
好人” 活动ꎻ

说明本市广泛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开展最美人物、 时代楷模、
凡人善举等学习宣传活动ꎻ

①说明本市广泛发现和树立各类先进典型ꎬ 推
动形成群星灿烂和七星共明的先进群体格局的
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市开展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 凡人善
举的学习宣传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３) 开展文化界、 体育界、 教育
界、 科技界人士及企业家 “重
品行、 树形象、 做榜样” 活动ꎻ

说明市有关部门开展活动ꎬ 加强公众人物社会
责任教育ꎬ 提升道德境界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４)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ꎬ 发挥新
乡贤引领作用ꎮ

说明市有关部门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６
文化培育

Ⅲ－１１
培育良好家风家教

１) 倡导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
训活动ꎻ

①提供反映市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活动的规范
文件ꎻ
②说明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推
进领导干部廉洁家庭建设ꎬ 开展
持续新闻宣传ꎮ

①提供市文明办、 妇联等有关部门开展活动的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市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
图片)ꎻ
③提供市属党报、 都市报、 电视宣传家庭文明
建设的情况 (实景图片)ꎮ

Ⅲ－１２
培育勤劳节俭之风

１) 开 展 节 俭 养 德 全 民 节 约
行动ꎻ

说明本市开展主题活动ꎬ 宣传先进典型ꎬ 曝光
批评反面典型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１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１) 深入推进 “我们的节日” 主
题活动ꎻ

①提供市有关部门开展活动的年度安排 (规范
文件)ꎻ
②说明至少 ３ 个传统节日期间全市开展主题活
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③提供春节、 清明、 端午、 中秋节期间市属党
报、 都市报、 电视宣传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情
况 (实景图片)ꎮ

２)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
作ꎬ 加强对历史文化名胜、 文物
古迹、 传统古村落的保护ꎮ

①提供市文物部门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和合理利用的规范文件ꎬ 列举本市保护古遗址、
古建筑、 近现代历史建筑的具体举措及实际成
效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
工作的进展情况 (说明报告):
③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意见ꎬ 对
本市无重大文物违法案件、 文物建筑火灾事故、
盗窃盗掘文物案件和不可移动文物大规模消失
情况作出评价:
④提供本市落实国办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 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本市加大
政府购买服务力度ꎬ 推动戏曲进校园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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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７
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和学

习宣传

Ⅲ－１４
选树道德模范

１) 建立完善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制度ꎬ 发动群众选树典型性、 先

进性、 示范性强的道德标杆ꎻ

①提供市文明委或文明办制定的道德模范评选

表彰办法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市广泛发动群众推荐道德模范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提供本市入选全国道德模范 (含提名奖) 名

单和人数 (说明报告)ꎻ
④提供本市入选省级、 市级道德模范的人数和

名单 (说明报告)ꎮ

２) 建立健全道德模范帮扶礼遇

制度ꎬ 加强对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的管理ꎮ

①提供反映市文明委或文明办建立健全帮扶礼

遇道德模范制度的规范文件:
②说明本市帮扶道德模范的人数、 资金及具体

举措 (说明报告)ꎻ
③列举市文明委贯彻中央文明委 «全国道德模范荣

誉称号管理暂行办法» 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Ⅲ－１５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１) 在媒体开展 “德耀中华” 道

德模范专题宣传ꎻ
２) 开展道德模范事迹展览展

示、 基层巡讲、 “故事会” 巡演

以及道德模范 “传帮带” 等学

习宣传活动ꎮ

提供本市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实景图片ꎮ

Ⅱ－８
志愿服务制

度化

Ⅲ－１６
制度化建设

１) 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ꎻ

①提供市文明委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年度工

作安排 (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市委宣传部或文明办落实 «关于支持和发

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本市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积极培

育志愿服务文化ꎬ 市民对志愿服

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９０％ꎬ 注

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建成区常住

人口比例≥１３％ꎬ 注册志愿者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

愿者总人数的比例≥７０％ꎬ 注册

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的时间≥２５ 个小时ꎻ

①提供市属党报、 电台、 电视台对志愿服务活

动和优秀志愿者事迹进行宣传报道的情况 (统
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ꎻ
②统计建成区登记在册志愿者人数占建成区人

口总数的比例≥１３％ (统计表格)ꎻ
③说明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

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例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３) 建立健全组织协调、 注册培

训、 活动运行、 服务记录、 回馈

激励等机制ꎮ

①提供市文明办发挥牵头作用ꎬ 协调各有关部

门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情况 (说明报告):
②从建成区抽选若干社区或单位ꎬ 每个社区或

单位需提供:
分别说明志愿者登记注册、 服务记录、 关系转

接、 兑换服务、 褒奖激励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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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８
志愿服务制

度化

Ⅲ－１７
志愿服务活动

１) 落实中央文明办 «社区志愿

服务方案»ꎬ 确定社区志愿服务

的工作流程和活动项目ꎻ

提供市文明委或文明办下发的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流程和活动项目的规范文件ꎮ

２) 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

童、 困难职工、 残疾人志愿服务

活动ꎬ 开展党员志愿服务ꎬ 开展

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明上网

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组织专业志愿

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ꎮ

①提供市有关部门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

童、 困难职工、 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的年度工

作安排 (规范文件)ꎬ 分别统计活动情况 (统计

表格)ꎻ
②说明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③说明本市中小学校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的情

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④分别说明本市开展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明

上网志愿服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⑤从建成区抽选若干社区ꎬ 提供文化、 医疗卫

生、 法律、 环保、 消防等专业志愿服务队进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⑥提供本市贯彻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 «关
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

见» 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本市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学

雷锋志愿服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９
文明旅游

Ⅲ－１８
制度机制建设

１) 建立部门联席会议或工作领

导小组ꎬ 形成统筹协调ꎬ 各方联

动的工作制度ꎻ

①提供建立市级联席会议制度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每年召开联席会议的情况记录 (说明报

告)ꎮ

２) 落实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暂行办法»ꎬ 建立游客不文

明信息通报机制ꎮ

①提供市文明办或旅游部门落实 «暂行办法»
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建立游客不文明信息通报机制的具体举

措和执行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１９
强化教育引导和监

督管理

１) 新闻媒体做好文明旅游正面

引导与反面曝光ꎬ 旅游黄金时节

有热潮ꎬ 宣传引导常态化ꎻ

说明法定节假日期间市属媒体新闻报道情况

(实景图片)ꎮ

３) 落实行前教育、 行中引导、
行后总结制度ꎬ 把好护照关、 组

团关、 出境关、 交通关、 落地

关、 行程关ꎮ

①提供市级旅游部门制定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市在把好 “六关” 方面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４) 治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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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０
“讲文明树
新 风 ” 公
益广告

Ⅲ－２０
公益广告宣传形成
制度

１) 落实 «广告法»、 «公益广告
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健全完
善文明委统筹协调、 相关职能部
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ꎻ

①提供反映本市落实 «广告法»、 «公益广告促进
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制定具体举措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反映本市建立健全文明委统筹指导ꎬ 工
商、 新闻出版广电、 住建、 交通运输、 工信、
网信等部门各负其责的运行机制的规范文件ꎮ

２) 出台公益广告的财政扶持、
税收优惠和相关激励政策ꎮ

①提供反映本市鼓励、 支持公益广告活动的规
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市鼓励ꎬ 支持、 引导单位和个人以提
供资金、 技术、 劳动力、 智力成果、 媒介资源
等方式参与公益广告宣传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２１
制作刊播情况

１) 报纸、 广播、 电视、 期刊、
互联网等媒体刊播公益广告ꎻ

①提供市属党报、 晚报、 都市报刊登公益广告
的情况 (统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注: 省会、 副省级城市党报、 晚报、 都市
报日常版面 １２ 版 (含) 以上的ꎬ 每月刊登公益
广告总量不少于 ６ 个整版ꎻ 日常版面 １２ 版 (不
含) 以下的ꎬ 不少于 ４ 个整版ꎮ 地级市党报、
晚报、 都市报和行业报ꎬ 每月刊登公益广告总
量不少于 ４ 个整版ꎮ
②提供市属电台播出公益广告的情况 (统计表
格)ꎮ

注: 广播电台每套节目每月公益广告播出
数量不少于 １８０ 条 (次)ꎬ 在 ６: ００ 至 ８: ００ 之
间、 １１: ００ 至 １３: ００ 之间ꎬ 播出数量分别不少
于 ６０ 条 (次)ꎮ
③提供市属电视台播出公益广告的情况 (统计
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注: 电视台每套节目每月公益广告播出数
量不少于 ３００ 条 (次)ꎬ 在 １９: ００ 至 ２１: ００ 之
间ꎬ 播出数量不少于 １２０ 条 (次)ꎮ
④提供政府网站、 市级新闻网站的网址 (实景
图片)ꎮ

注: 政府网站、 新闻网站、 经营性网站在
首页固定位置宣传展示公益广告ꎬ 并运用其他
多种方式传播公益广告ꎮ

２) 社会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
具刊播公益广告ꎮ

①提供主次干道、 商场、 宾馆、 商业街区、 城
市社区、 广场、 公园、 机场、 车站、 码头等公
共场所刊播公益广告的情况 (实景图片)ꎻ
②提供公交车、 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刊播公益
广告的情况 (实景图片)ꎻ
③提供建筑工地围挡、 景观灯杆等构筑物刊播
公益广告的情况 (实景图片)ꎮ

注: ①在各类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广
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文明风尚有机融入各类生活场景之中ꎬ 让人
们抬眼可见、 举足即观ꎮ

②公益广告可以是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发布
的通稿作品ꎬ 也可以是本地组织设计制作的、 体现
地方特色的、 符合公益广告宣传主题要求的作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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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２
网上精神文

明建设

Ⅲ－２３
网络文明传播

１) 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推动线上线下互动ꎬ 推动与

当地媒体融合互动ꎻ
２) 壮大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

伍ꎬ 加强网络评论的业务培训ꎮ

①说明本市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本市壮大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ꎬ 加

强网络评论的业务培训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２４
网德建设工程

１) 开展创建文明网站活动ꎬ 倡

导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ꎻ

说明本市部署开展创建文明网站活动ꎬ 加强网

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内容建设ꎬ 倡导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效果 (说明报告)ꎮ

２) 依法打击网络谣言和网上淫

秽色 情 信 息ꎬ 查 处 违 法 违 规

网站ꎮ

提供本市依法打击网络欺诈、 网络谣言和网上

淫秽色情信息、 查处违法违规网站的情况总结

(说明报告)ꎮ

Ⅱ－１３
党 风 廉 政

建设

Ⅲ－２５
“三严三实” 专题

教育

２) 大 力 学 习 宣 传 优 秀 党 员

干部ꎮ
说明市属媒体学习宣传优秀党员干部的情况

(统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Ⅲ－２６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

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ꎬ 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经常

化、 制度化ꎮ

①提供市委贯彻中央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 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反映本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ꎬ 建立反腐

败教育工作制度的规范文件ꎻ
③说明本市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ꎬ 以严明

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１４
政 务 行 为

规范

Ⅲ－２７
依法行政

１) 推进政府综合执法ꎬ 完善行

政执法管理ꎻ

①提供本市在食品药品安全、 工商质检、 公共

卫生、 安全生产、 文化旅游、 资源环境、 农林

水利、 交通运输、 城乡建设等领域推进综合执

法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市完善行政执法管理ꎬ 提高执法和服

务水平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ꎬ 压缩审

批时限ꎬ 减少审批事项ꎬ 优化审

批程序ꎮ

①列举政府部门规范行政行为、 简化办事程序

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本市压缩审批时限ꎬ 减少审批事项ꎬ 优

化审批程序的效果 (说明报告)ꎮ

Ⅲ－２８
政务公开

１) 公布权力清单ꎬ 建立健全权

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ꎬ 积极推进

责任清单工作ꎻ

①说明政府部门公布权力清单、 执行政务公开

制度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政府部门推进责任清单工作的进展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ꎬ 加强

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

便民服务平台建设ꎮ
列举政府部门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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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５
法 治 宣 传

教育

Ⅲ－２９
全民普法教育

１) 完成普法规划任务ꎬ 引导全

体人民自觉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ꎻ

①提供市委宣传部、 市司法局贯彻落实 «关于

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反映市委组织部、 宣传部和市司法局、
人社局贯彻落实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

法用法制度的意见» 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把宪

法法律列入市委中心组学习内容ꎬ 列为市党

校、 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必修课的情况 (说

明报告) ꎻ
③说明市教育部门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

法责任制ꎬ 加强普法讲师团、 普

法志愿者队伍建设ꎻ

①说明本市建立法官、 检察官、 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

图片)ꎻ
②提供本市普法讲师团、 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

和活动开展情况 (统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３) 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全 民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的 普 及

率≥８０％ꎮ

①说明法治宣传教育进乡村、 进社区、 进企业、
进单位活动开展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市开展 “国家宪法日” 法治文化活动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１６
公 民 权 益

维护

Ⅲ－３０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１) 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ꎻ

①提供本市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规范

文件ꎻ
②统计由财政保障的市级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

以及市级财政经费投入的总量 (说明报告)ꎮ

２) 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

机制ꎬ 执行进城务工人员最低工

资保障制度ꎻ

①说明市级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部门、 协调

程序ꎬ 提供维权举报电话 (说明报告)ꎻ
②提供反映本市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最低工资保

障制度的规范文件ꎬ 列举主要措施 (说明报

告)ꎮ

３) 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机制ꎬ 设立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的渠道ꎮ

①提供反映市有关部门建立保护消费者权益机

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本市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名称及联系

方式 (说明报告)ꎻ
③列举本市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渠道 (说明

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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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６
公 民 权 益

维护

Ⅲ－３１
未 成 年 人、 老 年

人、 残疾人、 妇女

权益保护

１) 做好孤残儿童、 弃婴救助和

收养安置工作ꎬ 制定落实孤儿供

养标准ꎻ

①提供本市负责残疾儿童、 弃婴救助和收养安

置工作的机构或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 (说明报

告)ꎻ
②提供反映本市落实孤儿供养标准的规范文件ꎮ

２) 统筹规划残疾人劳动就业ꎬ
制定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ꎻ

提供反映本市统筹规划残疾人劳动就业的规范

文件ꎬ 列举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 (说明报

告)ꎮ

３) 将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城

乡医疗卫生服务规划ꎬ 逐步增加

对养老服务的投入ꎻ

①提供反映将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城乡医疗

卫生服务规划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市级财政对养老服务的投入经费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４) 有机构承担婚姻家庭辅导服

务和妇女权益保障工作ꎮ

①提供本市承担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和妇女权益

保障工作的机构或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 (说明

报告)ꎻ
②说明市有关部门开展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情

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１７
基层民

主政治

Ⅲ－３２
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加强城市社区、 机关、 学校、 企

业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等

基层党、 群组织建设ꎮ
列举本市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Ⅲ－３３
社区 民 主 建 设 与

管理

社区居委会、 社区党支部、 业主

委员会、 物业公司和居民代表共

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ꎬ 形成社区

事务的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制度ꎮ

①列举本市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ꎻ
②从建成区选取若干社区ꎬ 提供社区居委会、
社区党支部、 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和居民代

表共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１８
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

Ⅲ－３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１) 贯彻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ꎬ 推进建立覆盖全社会的

征信系统ꎬ 在重点领域建立起信

用记录ꎬ 建设信用信息互联互

通、 交换共享的平台ꎻ

①提供市委、 市政府或由其明确的信用体系建

设牵头部门贯彻 «纲要» 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工商、 税务、 安全生产、 产品质量、 食

品药品安全、 住建、 环境保护、 交通运输等重

点领域推动自身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开展从业

人员信用记录征集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提供地方公共信用信息网络平台网址ꎬ 说明

网络平台的信用信息记录更新情况 (说明报

告)ꎮ

２) 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

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建立

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ꎮ

提供反映市委、 市政府或市文明委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年度工作安排的规范文件ꎮ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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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８
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

Ⅲ－３５
诚信奖惩制度

依法建立诚信 “红黑名单” 制

度ꎬ 制定守信优待政策ꎬ 对失信

违法者进行联合惩戒ꎬ 开展失信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ꎮ

①提供反映本市落实国务院 «关于建立完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的规范文件ꎻ
②分别说明本市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的主要内容 (说明报告)ꎻ
③分别说明本市法院、 税务、 环保、 海关、 质

检、 安监、 食药监部门牵头实施守信联合激励

或失信联合惩戒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ꎻ
④提供本市法院判决案件的实际执结率ꎬ 由省

级文明办征求省级法院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

文件)ꎻ
⑤提供本市纳税信用等级为 Ａ 级和 Ｂ 级的企业

占本市全部注册企业的比例ꎬ 由省级文明办征

求省级税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３６
诚信教育实践

１) 媒体发掘宣传诚信人物、 诚

信企业、 诚信群体ꎬ 批评鞭挞失

信败德行为ꎻ

①提供市属媒体宣传诚信企业、 诚信群体、 诚

信人物的情况 (统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ꎻ
②统计市属媒体揭露失信败德行为的情况 (统
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２) 开展 “质量第一”、 “诚信做

产品”、 “百城万店讲诚信”ꎬ
“诚信经营示范点”、 “守合同重

信用” 企业公示、 “放心消费创

建” 等活动ꎬ 开展 “３１５” 消

费者权益日、 “食品安全宣传

周” 等主题活动ꎮ

①提供本市生产企业、 流通企业、 窗口行业、
食品药品企业开展诚信主题实践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提供本市在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日、 “食品

安全宣传周” 开展集中宣传教育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１９
市场监管

Ⅲ－３７
依法查处违法经营

行为

１) 建立和完善打击假冒伪劣的

监督、 投诉和处置机制ꎻ

①列举打击假冒伪劣的市级主管部门 (说明报告)ꎻ
②简述打击假冒伪劣的监督、 投诉和处置机制

的主要内容 (说明报告)ꎮ
２) 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

行动ꎮ
提供本市开展专项行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２１
国民教育

Ⅲ－３９
生均义务教育公用

经费支出

>１０００ (元) >７００ (元) ≤７００ (元)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４０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１) 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ꎬ 有

具体的扶持弱校措施ꎬ 实行免试

就近入学和信息公开制度ꎻ
列举本市的主要措施 (说明报告)ꎮ

Ⅲ－４１
学校管理

推行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ꎬ
政府部门定期开展教育收费专项

检查ꎬ 建立学校乱收费责任追究

制度ꎮ

①说明中小学建立校务公开与收费公示制度的

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提供市主管部门定期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２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２
科学普及

Ⅲ－４２
开展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

利用全民科普日、 科技活动周等

时间节点ꎬ 深化拓展科普活动ꎮ

①提供市有关部门实施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 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在全民科普日、 科技活动周等时间节点

开展科普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２３
民 族 团 结

进步

Ⅲ－４３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

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ꎮ
说明市有关部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宣传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的情况 (实景图片)ꎮ

Ⅱ－２４
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建设

Ⅲ－４４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标准化

１)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指导标准ꎬ 制定与本市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地方标准ꎻ

提供本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规范文

件)ꎮ

２) 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ꎮ

①提供反映本市把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ꎬ 建立公

共文化服务城乡联动机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列举本市推进城乡 “结对子、 种文化” 的具

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Ⅲ－４５
文化事业发展

１) 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

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

入的增长幅度ꎬ 文化事业费占财

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ꎻ

①说明近两年文化投入增幅与财政经常性收入

增幅的比较关系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近两年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及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较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市辖区域内有面向社会的二

级以上图书馆ꎬ 建有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和免费的

公共电子阅览室ꎮ

①提供市辖区域内面向社会的二级以上图书馆

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市、 区图书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支中心和免费开放的公共电子阅览室的建立

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４６
基层文化设施

１) 从城市住房开发投资中提取

１％ꎬ 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ꎬ 或提供相应面积的综合文化

活动场所ꎻ

说明本市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ꎬ 或提供

相应面积的综合文化活动场的费用占城市住房

开发投资的比率 (统计表格)ꎮ

２) 按照人口规模或服务人群的

距离ꎬ 建设选址适中、 与地域条

件协调的文体广场ꎬ 每个街道拥

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 ５ 个以上ꎬ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 １ ０８ 平方

米ꎬ 公 共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状 况

良好ꎮ

①说明本市文体广场建设的总体情况 (说明报

告)ꎻ
②统计本市每个街道拥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的

数量 (统计表格)ꎻ
③统计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统计表格)ꎮ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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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４
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建设

Ⅲ－４７
文化服务供给

１)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

保障机制ꎬ 推进公共图书馆、 博物

馆、 文化馆、 纪念馆、 美术馆等免

费开放工作ꎬ 健全基本服务项目ꎻ

提供反映本市完善公共图书馆、 公共博物馆 (非
文物建筑及遗址类)、 公共美术馆、 群艺馆、 文

化馆 (站)、 科技馆免费开放的保障机制的规范

文件ꎮ

２)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ꎻ 提供本市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３)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ꎮ

说明市、 区、 街道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注: 市、 区各级政府组织的综合性全民健身

活动 (运动项目超过 ５ 项)ꎬ 每年 １ 次以上ꎻ 市

政府组织的单项型体育活动市级每年 ５ 次以上ꎬ
区级每年 ３ 次以上ꎮ

Ⅱ－２５
市 民 文 明

素质

Ⅲ－４９
文明交通

１) 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ꎻ 说明本市实施行动计划的主要举措 (说明报告)ꎮ

２) 建成区万车死亡率达到国家

畅通工程评价标准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５１
公益活动

１) 开展扶贫帮困、 慈善捐助、
支教助学、 义务献血、 捐赠器

官、 义演义诊、 环境保护、 植绿

护绿等活动ꎻ

①说明本市开展公益活动 (至少 ４ 种)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提供党政机关带头参加公益活动 (至少 ３ 种)
的简要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统计自愿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的比例或千人

口献血人次 (统计表格)ꎮ
注: 临床用血 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献血ꎬ 或

千人口献血人次>１０ꎻ 每献血 ２００ 毫升折算为 １
人次ꎮ

２) 设计开展网络公益活动ꎮ
列举本市设计开展的特色网络公益活动项目

(说明报告)ꎮ

Ⅲ－５２
见义勇为

完善见义勇为人员认定机制、 补

偿救济机制ꎬ 落实见义勇为人员

权益保障和抚恤待遇ꎮ

①提供反映市有关部门完善见义勇为人员认定

机制、 补偿救济机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列举本市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和抚恤

待遇的具体措施 (说明报告)ꎮ

Ⅱ－２６
经济发展

Ⅲ－５３
人均 ＧＤＰ 水平或

增速

高于本省

(区) 同类

城市平均

水平

等于本省

(区) 同类

城市平均

水平

低于本省

(区) 同类

城市平均

水平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５４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低于本省

(区) 年度

控制目标

等于本省

(区) 年度

控制目标

高于本省

(区) 年度

控制目标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５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或增速

高于本省

(区) 同类

城市平均

水平

等于本省

(区) 同类

城市平均

水平

低于本省

(区) 同类

城市平均

水平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４２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５７
街道设施

１) 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ꎬ
并有效运行ꎻ

说明本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举措和实际

成效 (说明报告)ꎮ

２) 街巷道路路面硬化ꎬ 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 ９５％ꎬ 排水设施

完善ꎻ

①提供本市相关部门编制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专项规划 (规范文件)ꎻ
②分别说明本市在城市新区、 各类园区、 成片

开发区域新建道路以及老城区逐步推进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说明本市大幅减少城市硬覆盖地面ꎬ 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主要举措和实际成效 (说明报

告)ꎮ

３) 城市道路的人行道、 非机动

车道连续、 平整、 无损坏和被违

规占用现象ꎬ 行人过街、 机非分

离、 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配置

完整ꎮ

①说明本市优化街区路网结构的具体举措及实

际成效 (说明报告)ꎻ
②分别统计近两年的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

(统计表格)ꎻ
③分别统计近两年的城市建成区道路面积率度

(统计表格)ꎮ

Ⅲ－５８
城市公共交通分

担率

>２０％ >１５％ ≤１５％

①说明本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具体举措及实

际成效 (说明报告)ꎻ
②统计近两年的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 (统计表

格)ꎮ

Ⅲ－６０
社区生活环境

５) 社 区 日 常 管 理 服 务 规 范

有序ꎻ

①说明本市加强社区服务场所建设的具体举措

及实际成效 (说明报告)ꎻ
②分别统计近两年的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

盖率 (统计表格)ꎮ

Ⅱ－２８
医疗与公共

卫生

Ⅲ－６１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１) 贯彻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 规 划 纲 要 (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ꎬ 制定本地区具体区域卫

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ꎻ

提供市有关部门制定规划的规范文件ꎮ

２) ≥９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定点机构ꎬ 每

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０ ８３ 人ꎮ

①统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定

点机构的比率 (统计表格)ꎻ
②统计每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统计

表格)ꎻ
③说明本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普及公共卫生知

识、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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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９
社会保障

Ⅲ－６２
社会保险参保计划

完成率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６３
城镇登记失业率

低于年度

控制目标

等于年度

控制目标

高于年度

控制目标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Ⅱ－３０
公共安全体

系建设

Ⅲ－６４
公共安全保障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ꎻ 列举市有关部门的具体措施 (说明报告)ꎮ

Ⅲ－６５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出售

过期、 变质、 伪劣食品ꎬ 食品安

全事故及时查处ꎬ 无漏报、 瞒报

情况ꎻ

①列举市有关部门的具体措施 (说明报告)ꎻ
②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

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６６
饮用水安全

定期监测、 检测本行政区域内供

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

水安全状况ꎬ 并向社会公布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ꎬ 对本市定期监

测、 检测本行政区域内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

质等饮水安全状况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６７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处理

１) 建立减灾、 防灾、 救灾综合

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管理体系ꎬ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ꎬ 开展

社区减灾、 防灾宣传教育ꎬ 建立

健全救灾应急预案ꎻ

①提供反映本市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

管理体系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本市开展减灾、 防灾宣传教育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

系统ꎬ 严格执行事件报告、 通报

和信息发布制度ꎮ
提供市有关部门的规范文件ꎮ

Ⅲ－６８
安全生产

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率控制在政府下达的控制指

标以内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Ⅱ－３１
社会治安

Ⅲ－６９
治安管理

１) 加强刑满释放人员、 吸毒人

员等重点人群的服务管理ꎻ
提供市有关部门加强服务管理的情况 (说明报

告)ꎮ

２) 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

罪、 打击 “两抢一盗” 等犯罪

成效明显ꎻ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３) 有效预防打击传销活动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６２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３２
城市绿化

Ⅲ－７０
建成区绿地率∗

>３１％ >２８％ ≤２８％

>２１％ >１８％ ≤１８％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ꎬ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注: ∗为调节指标ꎮ 调节指标的上行为东

部、 中部、 东北部城市的标准ꎬ 下行为西部城

市的标准ꎮ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和湖南六省ꎻ 东北部地区包括黑龙

江、 吉林和辽宁三省ꎮ

Ⅲ－７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８
(平方米)

>６
(平方米)

≤６
(平方米)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Ⅱ－３３
环境管理与

环境质量

Ⅲ－７２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９５％ >９０％ ≤９０％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７３
消除黑臭水体

城市建成区内未出现黑臭水体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７４
城市空气质量

全年优良

天数比例

≥ ８０％ꎬ
或 « 大

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

划 » 年

度考核等

级为优秀

全年优良

天数比例

≥ ７０％ꎬ
且 « 大

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

划 » 年

度考核等

级为良好

完成省级

下 达 的

«大气污

染防治行

动计划»
年度目标

任 务

(达标等

级)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７５
城市水环境质量

１)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按国家规

范划 分 保 护 区ꎬ 且 水 质 达 到

Ⅲ类ꎻ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２) 城市市辖区水质优良 (达到

或优于Ⅲ类) 比例连续三年上

升ꎬ 或达到 ７０％ꎻ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３) 城市市辖区劣于 Ｖ 类水体断

面比例连续三年下降或劣于 Ｖ
类水体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７２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３２
环境管理与

环境质量

Ⅲ－７６
环境管理

１) 未被环保部挂牌督办或无区

域、 流域限批ꎻ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２) 无因本市市域内环境污染事

件造成本地或其他地区饮用水源

地污染并停水事件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７７
公众参与

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ꎬ 大力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ꎬ 推进生活方式

绿色化ꎮ

①提供本市部署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的年度

安排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市有关部门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ꎬ 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ꎬ 倡导文明、 节约、 绿色的消

费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

片)ꎮ

Ⅱ－３４
土 地 资 源

管理

Ⅲ－７８
耕地、 林地保护

１) 耕地保育量不低于上级下达

的规划指标ꎻ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２) 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上级下

达的计划指标ꎮ
省级文明办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Ⅱ－３５
组 织 领 导

体制

Ⅲ－７９
党委政府重视

１) 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ꎻ
提供市委市政府的规范文件ꎮ

２)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履职

尽责ꎬ 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领导ꎮ

①提供市委市政府专题研究精神文明建设事项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提供反映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精神文

明建设的情况说明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Ⅲ－８０
文明委组织协调

１) 各级文明委及其办公室有健

全的工作制度和具体的保障措

施ꎬ 负起统筹协调、 督促检查

职责ꎻ

提供反映市、 区文明委及其办公室健全工作制

度的规范文件ꎮ

２) 文明委成员单位落实责任ꎬ
群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ꎬ 形成齐

抓共管合力ꎮ

①说明落实文明委成员单位责任制的情况 (说
明报告)ꎻ
②说明群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的情况 (说明报

告)ꎮ

Ⅱ－３６
群 众 广 泛

参与

Ⅲ－８１
宣传动员

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

专题专栏ꎬ 城乡公共场所利用多

种形式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

内容ꎮ

提供市属媒体开设专题专栏经常化宣传精神文

明创建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８２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３６
群 众 广 泛

参与

Ⅲ－８２
群众参与

１) 创建工作规划、 重要举措、
所办实事等公开发布宣传ꎬ 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ꎻ
提供本市的情况总结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为市民群众参与创建工作搭

建平台、 畅通渠道ꎻ
列举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Ⅲ－８３
群众评价

１) 建立健全群众监督机制ꎬ 认

真处理群众举报问题ꎻ

①提供反映市文明委或文明办建立健全群众监

督机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市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设的举报电

话号码、 电子邮箱地址ꎬ 提供有效处理群众举

报问题的情况总结 (说明报告)ꎮ

２) 采取问卷调查、 民意测评等

方式ꎬ 查找存在突出问题ꎬ 及时

进行整改ꎻ

①统计本市组织问卷调查或民意测评的情况

(统计表格)ꎻ
②列举通过征求民意查找到的突出问题ꎬ 说明

整改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３) 建立健全群众评价机制ꎬ 以

群众满意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最高

标准ꎮ

说明建立群众评价机制的具体办法 (说明报

告)ꎮ

Ⅱ－３７
文 明 单 位

创建

Ⅲ－８５
扩大创建覆盖面

１) 在机关、 企事业、 学校、 社

区、 景区等普遍开展文明单位创

建活动ꎬ 并延伸到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ꎻ

①提供市文明委部署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

实施意见 (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本市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管理办法 (规
范文件)ꎻ
③说明基层广泛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④说明本市将文明单位创建延伸到 “两新” 组

织的举措和成效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文明委成员单位开展具有行

业特色、 职业特点的文明创建

活动ꎮ

①提供反映市文明委部署开展文明行业创建的

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本市窗口单位开展文明行业创建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３８
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

Ⅲ－８６
帮扶共建

１) 落实城市支援美丽乡村建设

的各项政策ꎻ
说明市有关部门政策措施内容和帮扶资金的落

实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文 化、 科 技、 卫 生 “ 三 下

乡” 活动经常化ꎬ 组织城市文

明单位与村镇结成对子长期

帮建ꎮ

提供市级相关部门开展 “三下乡” 活动、 文明

单位与村镇结对子的情况 (统计表格)ꎮ

９２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３８
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

Ⅲ－８７
环境整治

１)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ꎬ 有效支持农村改路、 改水、
改厕、 旧村改造ꎬ 推进城乡环卫

工作一体化ꎻ

①分别说明本市支援农村改路、 改水、 改厕、
旧村改造的具体措施和投入资金情况 (说明报

告)ꎻ
②说明本市推进城乡环卫工作一体化ꎬ 实现农

村垃圾 “户分类、 村收集、 镇转运、 区 (县)
处理” 的情况总结 (说明报告)ꎻ
③统计农村垃圾处理率 (统计表格)ꎮ

注: 农村垃圾处理率>９０％ꎮ

２) 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ꎬ
帮助治理农村面源污染ꎮ

列举具体措施 (说明报告)ꎮ

Ⅲ－８８
民风建设

１) 支持农村有效整治不良风气

等突出问题ꎻ

①提供反映本市农村基层利用各类宣传载体和

文化阵地ꎬ 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的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市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的具体举措

和实际成效ꎬ 重点说明发挥村民议事会、 道德

评议会、 禁赌禁毒会、 红白理事会作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提供本市支持农村有效整治不良风气等突出

问题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支持农村地区开展星级文明

户、 文明村、 文明镇 (乡)、 文

明集市创建ꎮ

提供本市开展星级文明户、 文明村、 文明镇

(乡) 创建的工作总结 (说明报告)ꎮ

Ⅱ－３９
加 强 动 态

管理

Ⅲ－８９
创建活动常态化

１) 明确本市创建活动的工作标

准、 长效机制ꎻ
提供反映本市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创建工作标准及长效机制的规范文件ꎮ

２) 制定文明创建工作负面清

单ꎬ 防止形式主义、 弄虚作假、
突击迎检和扰民行为等ꎻ

①提供市文明委制定的文明创建工作负面清单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市防止形式主义、 弄虚作假、 突击迎

检、 扰民行为的制度设计、 具体举措和实际成

效 (说明报告)ꎮ

３) 完善考核评价办法ꎬ 形成文

明创建评先的淘汰退出机制ꎮ

①提供市文明委制定的创建工作考核评价办法

(规范文件)ꎻ
②统计本市文明创建中各类荣誉称号管理和淘

汰退出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０３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４０
完 善 保 障

机制

Ⅲ－９０
投入保障

１) 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ꎬ 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ꎻ
说明市财政对精神文明建设投入随财政收入增

长逐步提高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加强基层创建工作力量ꎬ 切

实解决人员配备、 工作条件等实

际问题ꎬ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作

队伍ꎮ

①提供市委市政府在切实解决创建工作人员配

备、 工作条件等实际问题方面采取的具体举措

及取得的进展成效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市、 区基层创建工作队伍建设情况 (说
明报告)ꎮ

荣誉称号
获得国家、 有关部

委的荣誉称号

每获得一项有效荣誉称号得 １
分ꎬ ６ 项以上 (包括 ６ 项) 得

６ 分ꎮ

①提供所获荣誉称号的完整名称、 颁发时间与

颁发机构ꎬ 并统计所获荣誉称号次数 (统计表

格)ꎻ
②提供所获荣誉称号的牌匾或证书的照片 (实
景图片)ꎮ

实地考察部分

一、 实地考察依据 «统计法» 规范操作ꎬ
按照地点类型统一、 考察主体统一、 考察方式

统一的原则采集数据ꎮ
二、 实地考察主要以暗访方式进行ꎬ 随机

抽取考察点ꎮ
三、 测评队员分若干级别ꎬ 只负责对不同

考察点进行现场调查ꎬ 将客观记录按照规范流

程上报ꎮ
四、 测评软件系统对考察记录进行汇总ꎬ

自动生成实地考察成绩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５
教育实践

Ⅲ－９
融入日常生活

１) 依托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道德讲堂等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ꎻ

街道综合文化站、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青少年课外活动中心ꎻ
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核心价值观ꎮ

２) 开展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范、 职业规

则、 团体章程等规范守则教育实

践活动ꎻ

城市社区:
在显著位置展示市民公约ꎮ

中小学校:
在显著位置展示学生守则ꎮ

窗口单位:
在显著位置展示行业规范ꎮ

Ⅱ－６
文化培育

Ⅲ－１２
培育勤劳节俭之风

１) 开展文明餐桌活动ꎮ
宾馆饭店:
运用多种形式进行 “节俭养德”、 “文明餐桌”
温馨提示ꎮ

Ⅲ－１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２)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

作ꎬ 加强对历史文化名胜、 文物

古迹、 传统古村落的保护ꎮ

建成区的古遗址、 古建筑、 近现代历史建筑:
①保护完好ꎻ
②无人为损坏或疏于管理现象ꎮ

１３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７
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和学

习宣传

Ⅲ－１５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开展道德模范事迹展览展示、 基

层巡讲、 “故事会” 巡演以及道

德模范 “传帮带” 等学习宣传

活动ꎮ

城市规划馆或文化馆或博物馆或纪念馆或少年

宫 (从本市 “道德模范在身边网上大看台” 的

报送点位中选取 １ 个):
设有道德模范事迹专题展览ꎮ

Ⅱ－９
文明旅游

Ⅲ－１９
强化教育引导和监

督管理

机场、 车站、 码头、 旅游集散中

心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氛围ꎬ 出

入境办证大厅、 出境口岸进行文

明出境游宣传ꎬ 主要景点、 景区

开展文明告知、 文明提醒、 文明

规劝ꎻ

机场、 车站、 码头、 旅游集散中心:
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文明旅游ꎮ

出入境办证大厅、 出境口岸、 旅行社:
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文明出境游宣传ꎮ

建成区内的景点、 景区:
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文明告知、 文明提醒、 文明

规劝ꎮ

３) 治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ꎮ
在建成区内的景点、 景区内询问若干名游客:
请他们对当地旅游市场秩序作出评价ꎮ

Ⅱ－１０
“讲文明树

新 风 ” 公

益广告

Ⅲ－２１
制作刊播情况

１) 刊播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

广告和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通稿ꎻ
２) 自行制作刊播高质量、 有新

意的公益广告作品ꎻ
３) 社会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

具刊播公益广告ꎮ

主次干道、 商业街区、 公共广场、 公园景区、
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 宾馆饭店、 政务大厅、
城市社区、 公交车站、 机场、 长途汽车站、 码

头等公共场所:
①在公共场所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ꎬ 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有机融入各类生活

场景之中ꎬ 让人们抬眼可见、 举足即观ꎻ
②在公共场所刊播的公益广告可以是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发布的通稿作品ꎬ 也可以是本地组

织设计制作的、 体现地方特色的、 符合公益广

告宣传主题要求的作品ꎮ

公交车、 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在显著位置持续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ꎮ

建筑工地围挡:
公益广告展示面积不少于建筑工地围挡墙体面

积的 ３０％ꎮ

Ⅱ－１６
公 民 权 益

维护

Ⅲ－３０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１) 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

机制ꎬ 执行进城务工人员最低工

资保障制度ꎻ

在正常工作时间里拨打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权举

报电话:
查验热线接通与服务情况ꎮ

２) 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机制ꎬ 设立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的渠道ꎮ

在正常工作时间里拨打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电话:
查验热线接通与服务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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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１８
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

Ⅲ－３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１) 贯彻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ꎬ 推进建立覆盖全社会的

征信系统ꎬ 在重点领域建立起信

用记录ꎬ 建设信用信息互联互

通、 交换共享的平台ꎻ
２) 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

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建立

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ꎮ

政务大厅:
①有信用信息互联互通ꎬ 交换共享的平台ꎻ
②运用多种形式开展诚信宣传教育ꎮ

Ⅱ－２０
文 明 诚 信

服务

Ⅲ－３８
执法监管部门和窗

口服务单位

１) 从业人员文明用语ꎬ 礼貌待

人ꎬ 规范服务ꎻ
２) 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ꎻ
３) 有效整治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等突出问题ꎬ 无吃拿卡

要、 慵懒散拖现象ꎮ

政务大厅:
①办事人员文明用语ꎬ 礼貌待人ꎬ 规范服务ꎻ
②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ꎻ
③无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等突出问题ꎬ 无

慵懒散拖现象ꎮ

医院、 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 银行网点、 宾馆、
(邮政、 移动、 电信、 联通) 营业厅、 公交车、
出租车、 机场、 火车站:
①从业人员文明用语ꎬ 礼貌待人ꎬ 规范服务ꎻ
②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ꎮ

Ⅱ－２４
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建设

Ⅲ－４６
基层文化设施

１) 在街道、 社区统筹建设综合

文化站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ꎬ 开

展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 市民教

育、 科 技 普 及、 普 法 教 育 等

活动ꎻ

街道、 社区:
①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正常运行及

设备维护情况ꎻ
②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无被挪用或

侵占现象ꎻ
③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向居民开放

的情况ꎮ
２) 按照人口规模或服务人群的

距离ꎬ 建设选址适中、 与地域条

件协调的文体广场ꎬ 每个街道拥

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 ５ 个以上ꎬ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 １ ０８ 平方

米ꎬ 公 共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状 况

良好ꎻ

文体广场:
①正常运行及设备维护情况ꎻ
②场所无被挪用或侵占现象ꎮ

街道、 社区:
①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正常运行及设备维护情况ꎻ
②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无被挪用或侵占现象ꎮ

Ⅲ－４７
文化服务供给

１)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的保障机制ꎬ 推进公共图书馆、
公共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遗

址类)、 公共美术馆、 群艺馆、
文化馆 (站) 等免费开放工作ꎬ
健全基本服务项目ꎻ

城市公共图书馆、 公共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

遗址类)、 公共美术馆、 群艺馆、 文化馆 (站)、
科技馆:
①免费开放ꎻ
②基本服务项目健全ꎻ
③建有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点ꎬ 能够正常提供

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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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２５
市 民 文 明

素质

Ⅲ－４８
文明行为

１) 公共场所无争吵谩骂、 乱扔

杂物、 随地吐痰、 损坏花木等不

文明行为ꎻ

主次干道、 商业街区、 公园景区、 公共广场、
公交车站、 机场、 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
①无乱扔杂物、 车窗抛物现象ꎻ
②无随地吐痰现象ꎻ
③无损坏花草树木现象ꎻ
④无争吵谩骂现象ꎻ
⑤无躺卧公共座椅现象ꎮ

２) 城市无烟草广告ꎬ 室内公共

场所和工作场所有明显禁烟标

识ꎬ 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ꎻ

政务大厅、 宾馆饭店、 医院、 机场、 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
①有明显禁烟标识ꎻ
②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ꎮ

３) 影剧院、 图书馆、 纪念馆、
博物馆、 会场、 赛场、 景区、 公

园、 广场、 主要街道、 机场、 车

站、 码头等场所文明有序ꎮ

影剧院、 图书馆、 纪念馆、 博物馆:
①有序排队入场ꎬ 无插队现象ꎻ
②无大声喧哗吵闹现象ꎻ
③无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现象ꎻ
④有明显禁烟标识ꎬ 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ꎮ

Ⅲ－４９
文明交通

１) 车辆、 行人各行其道ꎬ 机动

车让行人行横道ꎬ 无闯红灯、 乱

穿马 路 现 象ꎬ 乘 客 排 队 候 车

(候船)、 依次上下车 (船)ꎻ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①车辆、 行人各行其道ꎻ
②无行人乱穿马路、 翻越隔离栏现象ꎮ

主要交通路口 (交通人流高峰期):
①车辆、 行人各行其道ꎻ
②机动车在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处让行ꎻ
③无闯红灯、 乱穿马路现象ꎮ

公交车站、 长途汽车站、 码头:
①乘客排队候车 (候船)ꎬ 依次上下车 (船)ꎻ
②无拥挤、 争抢座位等现象ꎮ

Ⅲ－５０
友善礼让

１) 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老、 弱、
病、 残、 孕及怀抱婴儿者主动

让座ꎻ

公交车、 地铁:
乘客为老、 弱、 病、 残、 孕及怀抱婴儿者主动

让座ꎮ

２) 人际关系融洽ꎬ 友善对待外

来人员ꎬ 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

询问ꎮ

社区、 主要交通路口、 公交车站:
友善对待外来人员ꎬ 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

询问ꎮ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５６
无障碍设施

道路、 公共建筑及设施、 新建居

住建筑及居住区设有无障碍设

施ꎬ 管理、 使用情况良好ꎮ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①人行道通畅整洁ꎻ
②缘石坡无被侵占现象ꎮ

政务大厅、 商场超市、 宾馆饭店、 新建社区、
医院、 机场、 火车站:
①设有无障碍设施ꎻ
②管理、 使用情况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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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５７
街道设施

１) 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 毁

坏现象ꎬ 主干道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 ９９％ꎻ
２) 街巷道路路面硬化ꎬ 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 ９５％ꎬ 排水设施

完善ꎻ
３) 城市道路的人行道、 非机动

车道连续、 平整、 无损坏和被违

规占用现象ꎬ 行人过街、 机非分

离、 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配置

完整ꎮ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①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ꎬ 毁坏现象ꎻ
②主干道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９９％ꎻ
③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连续、 平整、 无损坏和

被违规占用现象:
④行人过街ꎬ 机非分离、 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

配置完整ꎮ

建成区背街小巷:
①路面硬化ꎬ 无明显坑洼不平ꎻ
②排水设施完善ꎬ 无露天排水沟渠ꎻ
③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９５％ꎮ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５９
主要街道和公共场

所面貌

１)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ꎬ 无脏乱

差现象ꎻ
２) 依法规范管理ꎬ 公共秩序良

好ꎬ 文明引导有力ꎮ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公共广场、 公园景区、
公交站点、 机场车站、 集贸市场、 商场超市:
①环境卫生干净整洁ꎬ 垃圾清运及时ꎻ
②管理规范有序ꎬ 无占道经营、 违章停车现象ꎻ
③经营性场所证照齐全、 亮证经营ꎻ
④公共厕所保洁及时ꎬ 无明显异味ꎮ

Ⅲ－６０
社区生活环境

１) 环境绿化美化ꎬ 卫生状况良

好ꎬ 无脏乱差现象ꎻ
２) 路面硬化、 平整ꎬ 无明显坑

洼积水ꎬ 排水设施完善ꎬ 无露天

排水沟渠ꎻ
３) 倡导 “垃圾减量分类”ꎬ 生

活垃圾定点投放ꎬ 分类收集、 定

时清运ꎻ
４) 楼门内干净整洁ꎬ 楼道无堵

塞ꎬ 墙面、 玻璃无污秽破损ꎬ 照

明灯完好ꎻ
５) 制定社区居民公约ꎬ 倡导邻

里和睦、 守望相助ꎮ

城市社区:
①小区环境绿化美化ꎬ 卫生状况良好ꎬ 无乱扔

垃圾、 随地吐痰现象ꎻ
②小区内路面硬化、 平整ꎬ 无明显坑洼积水ꎬ
无露天排水沟渠ꎻ
③生活垃圾定点投放、 分类收集ꎬ 垃圾房、 箱

(桶) 完好、 整洁ꎻ
④楼门内干净整洁ꎬ 楼道无堵塞ꎬ 墙面、 玻璃

无污秽破损ꎬ 照明灯完好ꎻ
⑤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布社区居民公约ꎬ 倡导邻

里和睦、 守望相助ꎮ

Ⅱ－２８
医疗与公共

卫生

Ⅲ－６１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１) 贯彻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 规 划 纲 要 (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ꎬ 制定本地区具体区域卫

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ꎻ

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公共卫生知识ꎬ 倡导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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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３０
公共安全体

系建设

Ⅲ－６４
公共安全保障

２) 社会面、 重点单位及社区物

防、 技防、 人防、 消防水平符合

安全要求ꎮ

政务大厅、 城市社区、 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
中小学校、 火车站:
①有符合标准的物防、 技防、 人防、 消防设施ꎻ
②无占用、 堵塞、 封闭消防车通道现象ꎮ

Ⅲ－６５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１) 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

出售过期、 变质、 伪劣食品ꎬ 食

品安全事故及时查处ꎬ 无漏报、
瞒报情况ꎻ

超市、 集贸市场:
无过期、 变质、 伪劣食品ꎮ

２) 公布举报电话ꎬ 问题药品得

到及时查处ꎮ
拨打问题药品举报电话:
查验电话接通及服务情况ꎮ

Ⅲ－６７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处理

１) 建立减灾、 防灾、 救灾综合

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管理体系ꎬ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ꎬ 开展

社区减灾、 防灾宣传教育ꎬ 建立

健全救灾应急预案ꎻ

城市二类及二类以上避难场所:
①设有避难场所的标识牌ꎻ
②功能完备ꎬ 设备维护及时ꎮ

Ⅱ－３３
环境管理与

环境质量

Ⅲ－７３
消除黑臭水体

城市建成区内未出现黑臭水体ꎮ
建成区:
没有黑臭水体ꎮ

Ⅲ－７７
公众参与

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ꎬ 大力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ꎬ 推进生活方式

绿色化ꎮ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垃圾箱分类收集垃圾ꎮ

饭店:
无露天烧烤、 乱排油烟现象ꎮ

Ⅱ－３６
群 众 广 泛

参与

Ⅲ－８１
宣传动员

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

专题专栏ꎬ 城乡公共场所利用多

种形式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

内容ꎮ

城市社区、 公共广场、 主干道、 商业街区:
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内容ꎮ

Ⅱ－３８
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

Ⅲ－８７
环境整治

１)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ꎬ 有效支持农村改路、 改水、
改厕、 旧村改造ꎬ 推进城乡环卫

工作一体化ꎻ

Ⅲ－８８
民风建设

２) 支持农村地区开展星级文明

户、 文明村、 文明镇 (乡)、 文

明集市创建ꎮ

城区所属乡镇:
①环境卫生干净整洁ꎬ 垃圾清运及时ꎻ
②管理规范有序ꎬ 无占道经营、 违章停车现象ꎻ
③主要街道及公共场所无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

现象ꎻ
④主要街道及公共场所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ꎬ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倡导文明乡风ꎮ

６３３



法规文件

问卷调查部分

问卷调查方式分为入户调查和随机街访

两种ꎮ
一、 入户调查ꎮ 测评组依据社区的居民住

户分布图ꎬ 按照随机等距原则抽选调查户ꎬ 测

评人员出示测评证件ꎬ 调查户同意后ꎬ 现场填

写意见ꎮ 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干扰调查户ꎮ
二、 随机街访ꎮ 测评人员按照随机偶遇原

则选取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ꎬ 现场独立填答

问卷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问卷主要内容

Ⅱ－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中国梦学习宣传

教育

Ⅲ－５
学习教育和主题实践系统化长期化

对本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效果的评价ꎮ

Ⅱ－５
教育实践

Ⅲ－８
深化推广普及

对本市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果的

评价ꎮ

Ⅲ－９
融入日常生活

对本市发放市民文明手册情况的评价ꎮ

Ⅱ－６
文化培育

Ⅲ－１１
培育良好家风家教

对本市家庭、 家教、 家风建设方面的评价ꎮ

Ⅱ－７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和学习宣传

Ⅲ－１５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对本市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 时代楷模、 身边

好人等先进典型学习宣传的评价ꎮ

Ⅱ－８
志愿服务制度化

Ⅲ－１６
制度化建设

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

和支持率≥９０％
①是否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ꎻ
②身边的志愿服务活动氛围是否浓厚ꎮ

Ⅱ－１０
“讲文明树新风” 公

益广告

Ⅲ－２１
制作刊播情况

对本市刊播展示公益广告的评价ꎮ

Ⅱ－１４
政务行为规范

Ⅲ－２７
依法行政

对本市政务行为规范的评价ꎮ

Ⅱ－１５
法治宣传教育

Ⅲ－２９
全 民 普 法

教育

引导全体人民自觉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ꎻ 全民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的 普 及 率

≥８０％

①对本市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情况的评价ꎻ
②是否参加过本市组织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ꎮ

Ⅱ－１８
推 进 诚 信 建 设 制

度化

Ⅲ－３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对本市诚信建设的评价ꎮ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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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问卷主要内容

Ⅱ－１９
市场监管

Ⅲ－３７
依法 查 处 违

法经营行为

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

项行动
在本市生活中是否经常接触到虚假违法广告ꎮ

Ⅱ－２０
文明诚信服务

Ⅲ－３８
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

①对本市窗口单位服务质量的评价ꎻ
②对本市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工作的评价ꎮ

Ⅱ－２１
国民教育

Ⅲ－４０
义务 教 育 均

衡发展

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

≥７５％
对本市义务教育的满意度ꎮ

Ⅱ－２５
市民文明素质

Ⅲ－４８
文明行为

对本市民风和道德素质的评价ꎮ

Ⅲ－５１
公益活动

对本市开展公益活动的评价ꎮ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６０
社 区 生 活

环境

社区日常管理服务规范有

序ꎻ 制定社区居民公约ꎬ
倡导邻里和睦、 守望相助

①对社区生活便利程度的评价ꎻ
②对社区邻里守望相助、 社会道德风尚的评价ꎮ

Ⅱ－３０
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Ⅲ－６４
公 共 安 全

保障

加 强 社 会 治 安 防 控 体 系

建设
对自身安全感的评价ꎮ

Ⅱ－３１
社会治安

Ⅲ－６９
治安管理

卖淫嫖娼、 聚众赌博、 吸

毒贩毒制毒等违法犯罪得

到有效控制

对本市打击 “黄赌毒” 的评价ꎮ

Ⅱ－３３
环 境 管 理 与 环 境

质量

Ⅲ－７７
公众参与

是否参加过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主题活动ꎮ

Ⅱ－３６
群众广泛参与

Ⅲ－８２
群众参与

创 建 活 动 的 群 众 参 与 率

>９０％
是否参与过本市组织开展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Ⅲ－８４
群众 满 意 度

调查

>８０％ >７５％ ≤７５％
①对本市参评全国文明城市的支持率ꎻ
②对本市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满意率ꎮ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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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解释

一、 有关城市区域的术语
【建成区】 指市政范围内经过征用的土地

和实际建设发展起来的非农业建设地段ꎬ 包括

市区集中连片的部分以及分散在近郊区的与城

市有密切联系ꎬ 具有基本完善的市政公用设施

的城市建设用地 (如机场、 污水处理厂、 通讯

电台等)ꎮ
【市区】 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狭义

的城市ꎬ 包括城区和郊区ꎬ 不包括下辖的县和

县级市ꎮ
【公共场所】 指公共广场、 公园绿地、 风

景游览区、 飞机场、 公共电汽车 (含长途客运

汽车站) 首末站、 地铁车站、 公路铁路沿线、
河湖水面、 停车场、 集贸市场、 展览场馆、 文

化娱乐场馆、 体育场馆等ꎮ
【主干道】 指以交通功能为主ꎬ 与国道、

省道、 城市各区相通的交通干道ꎮ 一般应分幅

行驶ꎮ
二、 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
【生均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支出】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第十八章明确提

出ꎬ “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ꎬ 统筹各

项收入ꎬ 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

先保障ꎮ 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规定ꎬ 年初预

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

增长要求ꎬ 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

政经常性收入增长ꎬ 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

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ꎬ 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

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ꎮ” 对促进教育公平、 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ꎬ 在我国 «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中ꎬ 一个重要

目标就是促进教育公平、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ꎮ
为此ꎬ 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统一生均经费

指标ꎮ
【人均 ＧＤＰ 水平】 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

数据ꎬ 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ꎮ 同等级城

市分别指副省级城市与地级省会城市两类不同

等级的城市ꎮ 同等级城市的平均水平ꎬ 根据同

等级城市类型中 (如全国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 ５ 个

城市的平均值而获得ꎮ 地级省会城市平均水平

的计算方法类似副省级城市ꎮ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单位 ＧＤＰ 能耗又叫万元

ＧＤＰ 能耗ꎬ 就是每产生万元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

值) 所消耗掉的能源ꎮ 单位 ＧＤＰ 能耗的单位

是: 万吨标准煤 /亿元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指反映居

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

的那部分收入ꎮ 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所

得税、 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的记

账补贴后的收入ꎮ 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

据ꎬ 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ꎮ
【公交分担率】 公共交通乘坐出行总人次 /

出行总人次×１００％ꎮ
【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是指每产出 １ 亿元 ＧＤＰ 过程中ꎬ 因安全事故导

致死亡的人数ꎮ 计算公式: 年度当地亿元 ＧＤＰ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年度当地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总人数 /年度当地亿元 ＧＤＰꎮ
【窗口行业】 包括: 公安、 税务、 工商、

燃气、 供热、 自来水、 供电、 公共交通、 出租

汽车、 铁路、 民航、 环卫、 风景园林、 物业管

理、 邮政、 电信、 银行、 医院、 宾馆、 旅行

社、 商业零售等行业ꎮ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指全市 (城区) 范

围内体育场、 体育馆、 社区内专门用于居民体

育运动的健身房、 健身点、 学校体育场地以及

社会经营性体育场地的面积之和ꎮ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场地总面积÷市区

人口总数ꎮ
【建成区绿地率】 建成区绿地率 ＝ 建成区

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１００％ꎮ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ꎮ 在统计

时ꎬ 由于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不易计算ꎬ 可用清

运量代替ꎮ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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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１００％ꎮ
【人均公园绿地】 指城市居民人均占有的

公园绿地面积ꎮ
人均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面积 (ｍ２) ÷建

成区内城区人口数量 (人)ꎮ
【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是由经济发

达地区转移到经济落后地区ꎬ 由城市转移到农

村ꎮ 转移方式一般是将在城市已淘汰的污染严

重的设备、 设施转移到无污染防治能力的地区

或单位使用ꎬ 或者将在城市难以处理的废弃物

转移到落后地区或农村处置ꎮ
【帮助治理农村面源污染】 农村面源污染

是指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中ꎬ 溶解的或固

体的污染物ꎬ 如农田中的土粒、 氮素、 磷素、
农药重金属、 农村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有机

或无机物质ꎬ 从非特定的地域ꎬ 在降水和径流

冲刷作用下ꎬ 通过农田地表径流、 农田排水和

地下渗漏ꎬ 使大量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 (河

流、 湖泊、 水库、 海湾) 所引起的污染ꎮ

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２０１６ 年版)

说 明

一、 «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是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的

配套文件ꎬ 依据 «测评体系» １２ 个测评项目、
９０ 项测评内容、 １８８ 条测评标准ꎬ 结合城区工

作实际ꎬ 进行指标细化ꎬ 明确具体要求ꎮ
二、 测评数据采取网上申报、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３ 种方式采集ꎮ 网上申报数据主要为

市区数据 (明确要测评农村地区的标准除外)ꎻ
数据采集时间期限原则上以本轮创建周期为

准ꎬ 相关具体要求在测评前通过 “网上申报系

统” 统一发布ꎮ 实地考察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央

文明委成员单位、 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实

施ꎮ 问卷调查包括入户调查和随机街访两种

方式ꎮ
三、 本操作手册由中央文明办发布并负责

解释ꎮ

网上申报部分

一、 中央文明办开设 “网上申报系统”ꎬ
测评前将网址、 用户名及密码发给参评城区ꎮ

«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操作手册» 规定的需

要进行网上申报的指标均由参评城市 (区) 通

过网上报送ꎮ
二、 网上报送材料分为四种格式———规范

文件、 说明报告、 实景图片、 统计表格ꎮ 规范

文件需扫描文件的红头页或盖章页制作成图片

格式上报ꎬ 文件主体部分可以说明报告形式上

传ꎬ 由区级主管部门提出评价意见的需同时提

供红头页和盖章页ꎮ 说明报告要按照字数要求

写出文字说明ꎬ 以 Ｗｏｒｄ、 ＷＰＳ 或永中格式上

传ꎬ 有关制度、 举措、 数字方面的说明需注明

来源出处ꎮ 实景图片要求提供现场照片、 样报

图片或电视截屏ꎬ 统一制作成 ＪＰＧ 或 ＪＰＥＧ 格

式上传ꎬ 每张图片容量不能大于 ２Ｍꎮ 实景图

片数量要求测评前将在 “网上申报系统” 上统

一发布ꎮ 统计表格由各地从 “网上申报系统”
下载模板进行填写ꎬ 加盖区级相关主管部门公

章ꎬ 扫描制作成图片格式文件上传ꎮ
三、 网上申报评分方法采用 “状态描述

法”ꎬ 以 Ａ、 Ｂ、 Ｃ、 Ｃ＃进行评价ꎮ Ａ 为满分ꎬ Ｂ
为 ６６％ꎬ Ｃ 为 ３３％ꎬ Ｃ＃为 ０ 分ꎮ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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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
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

Ⅲ－１
干部群众全面深入

学习

１)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精神作为党委政府一项长期政

治任务ꎬ 制定具体学习计划及实

施方案ꎻ

①提供区委或区委办公室印发的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方案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开展 “学党章党

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ꎬ 引

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做讲政治、 有信念ꎬ 讲

规矩、 有纪律ꎬ 讲道德、 有品行ꎬ 讲奉献、 有

作为的合格党员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

片)ꎮ

２) 系统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精 神ꎬ 抓 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的

学习ꎬ 专题学习关于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论述ꎮ

①说明区直机关工委、 组织部、 宣传部、 教育

部门通过个人自学、 集体交流ꎬ 理论研讨、 集

中培训等多种方式组织干部群众全面学习讲话

精神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２０１６ 年版) 的情况 (说
明报告)ꎻ
②提供区委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２
健全完善学习制度

１) 以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

为示范带动ꎬ 一级抓一级、 层层

抓学习ꎬ 完善督查考核办法ꎻ

①提供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纳入区委中心

组学习内容的情况 (统计表格)ꎻ
②提供区级委办局党委 (党组)、 街道办事处建

立完善学习制度的规范文件ꎻ
③提供区委或区委办公室或区委组织部关于将

考核结果纳入领导干部综合评价体系和领导班

子建设目标管理体系的规范文件ꎮ

２) 党校、 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

把学习讲话精神纳入培训教学ꎮ
分别提供区委党校、 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的课

程安排 (说明报告)ꎮ

Ⅱ－２
学习宣传贯

彻 “ 四 个

全 面 ” 战

略布局

Ⅲ－３
加强宣传阐释

深入开展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宣传教育ꎬ 引导人们深

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

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丰富内

涵、 内在联系和实践要求ꎮ

①提供反映区委宣传部开展 “五位一体” 总体

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主题宣传教育的

规范文件:
②说明本区新闻媒体宣传阐释 “五位一体” 总

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情况 (说明

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③提供反映区委宣传部开展新发展理念宣传教

育的规范文件ꎻ
④说明本区新闻媒体宣传新发展理念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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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
学习宣传贯

彻 “ 四 个

全 面 ” 战

略布局

Ⅲ－４
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１) 组织领导干部、 专家学者到

基层一线宣讲ꎬ 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ꎬ 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ꎻ

①说明区委区政府领导和专家学者到基层一线

的宣讲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运用展览展示等形式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积极稳妥做好经济社会热点

难点问题的舆论引导ꎬ 抵制各种

错误思潮的影响ꎮ

提供本区做好热点难点问题舆论引导的情况

(统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３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

国梦学习宣

传教育

Ⅲ－５
学习教育和主题实

践系统化长期化

１) 坚持不懈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ꎬ 坚定干

部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ꎻ

①提供反映区有关部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武装党员群众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经

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

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ꎬ 广泛开展党史、 国史、 社会

主义发展史教育ꎬ 加强中国道路

宣传教育ꎬ 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强大力量ꎻ

①提供市属新闻媒体开展成就宣传的情况 (统
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区有关部门在重要时间节点 (清明、 五

一、 五四、 六一、 七一、 八一、 十一及抗战胜

利纪念日、 烈士纪念日、 国家公祭日等)ꎬ 运用

网上访谈、 基层宣讲、 展览展示、 演讲征文等

方式ꎬ 组织开展中国道路宣传教育的情况 (说
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３) 党委切实负起意识形态工作

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ꎬ 经常研

究解决重大问题ꎬ 掌握领导权、
话语权ꎻ

①提供区委或区委办公室贯彻落实 «党委 (党
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的规范

文件ꎻ
②提供区委常委会研究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４) 加强法治意识、 国家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庭意识教育ꎮ

说明区有关部门开展宣传教育的情况 (说明报

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４
组织实施

Ⅲ－６
制定实施方案

落实中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和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

案»ꎬ 制定年度工作实施方案ꎮ

①提供区委落实中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区委宣传部、 文明办落实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的年度工作实

施方案 (规范文件)ꎮ

Ⅲ－７
建立健全机制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ꎬ 明确

责任分工ꎬ 加强督促检查ꎮ

①提供反映本区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

齐抓共管、 宣传部门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分工

负责、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反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作成

效纳入本区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规范文件ꎻ
③说明定期开展督查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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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５
教育实

践

Ⅲ－８
深化推广普及

１) 主要新闻媒体、 都市类媒

体、 网络媒体持续有效宣传普及

１２ 个主题词ꎻ
此项城区不测ꎮ

３) 编写通俗读物ꎬ 开展宣讲

解读ꎻ

说明区级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

深入城乡基层ꎬ 运用讲坛论坛、 座谈交流、 通

俗读物等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宣讲解读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４) 运用文艺形式和民族民间文

化样式传播核心价值观ꎮ

提供区属文艺院团或其他文化团体创作推出展

示核心价值观的电影、 电视剧、 广播剧、 小说、
诗词、 戏剧、 动漫、 歌曲、 曲艺等文艺作品

(不少于 ３ 种) 的剧照、 海报、 封面照片或新闻

报道截图ꎮ

Ⅲ－９
融入日常生活

１) 依托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等ꎬ 开展核心价

值观教育ꎻ

①说明依托图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 纪念馆、
科技馆和少年宫等基层文化设施 (任选 ３ 个点

位) 组织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科普教育基地、 国防

教育基地、 青少年课外活动基地建设之中的情

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开展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范、 职业规

则、 团体章程等规范守则教育实

践活动ꎻ

①说明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行业规范、 职业规则、 团体章程ꎬ 在党员干部、
公众人物、 青少年中开展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

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区印制和发放市民文明手册或其他宣

传资料ꎬ 推进文明社会风尚行动的情况 (说明

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３) 运用升国旗仪式、 成人仪

式、 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礼仪制

度传播主流价值ꎮ

提供反映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的规范文件ꎬ 说

明开展纪念庆典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

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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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５
教育实践

Ⅲ－１０
发挥榜样作用

１) 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

好人” 活动ꎻ
说明本区广泛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开展最美人物、 时代楷模、
凡人善举等学习宣传活动ꎻ

①说明本区广泛发现和树立各类先进典型ꎬ 推

动形成群星灿烂和七星共明的先进群体格局的

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区开展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 凡人善

举的学习宣传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３) 开展文化界、 体育界、 教育

界、 科技界人士及企业家 “重

品行、 树形象、 做榜样” 活动ꎻ

说明区有关部门开展活动ꎬ 加强公众人物社会

责任教育ꎬ 提升道德境界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４)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ꎬ 发挥新

乡贤引领作用ꎮ
说明区有关部门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６
文化培育

Ⅲ－１１
培育良好家风家教

１) 倡导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

训活动ꎻ

①提供反映区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活动的规范

文件ꎻ
②说明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

片)ꎮ

２)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推

进领导干部廉洁家庭建设ꎮ

①提供区文明办、 妇联等有关部门开展活动的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

图片)ꎮ

Ⅲ－１２
培育勤劳节俭之风

１) 开 展 节 俭 养 德 全 民 节 约

行动ꎮ
说明本区开展主题活动ꎬ 宣传先进典型ꎬ 曝光

批评反面典型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１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１) 深入推进 “我们的节日” 主

题活动ꎻ

①提供区有关部门开展活动的年度安排 (规范

文件)ꎻ
②说明至少 ３ 个传统节日期间全区开展主题活

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

作ꎬ 加强对历史文化名胜、 文物

古迹、 传统古村落的保护ꎮ

①提供区文物部门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和合理利用的规范文件ꎬ 列举本区保护古遗址、
古建筑、 近现代历史建筑的具体举措及实际成

效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区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

工作的进展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市文明办征求市文物主管部门意见ꎬ 对本区

无重大文物违法案件、 文物建筑火灾事故、 盗

窃盗掘文物案件和不可移动文物大规模消失情

况作出评价ꎻ
④提供本区落实国办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 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本区加大

政府购买服务力度ꎬ 推动戏曲进校园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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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７
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和学

习宣传

Ⅲ－１４
选树道德模范

１) 建立完善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制度ꎬ 发动群众选树典型性、 先

进性、 示范性强的道德标杆ꎻ

①提供区文明委或文明办制定的道德模范评选

表彰办法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广泛发动群众推荐道德模范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提供本区入选全国道德模范 (含提名奖) 名

单和人数 (说明报告)ꎻ
④提供本区入选市级、 区级道德模范的人数和

名单 (说明报告)ꎮ

２) 建立健全道德模范帮扶礼遇

制度ꎬ 加强对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的管理ꎮ

①提供反映区文明委或文明办建立健全帮扶礼

遇道德模范制度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帮扶道德模范的人数、 资金及具体

举措 (说明报告)ꎻ
③列举区文明委贯彻中央文明委 «全国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管理暂行办法» 的具体举措 (说明

报告)ꎮ

Ⅲ－１５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１) 在媒体开展 “德耀中华” 道

德模范专题宣传ꎮ
此项城区不测ꎮ

开展道德模范事迹展览展示、 基

层巡讲、 “故事会” 巡演以及道

德模范 “传帮带” 等学习宣传

活动ꎮ

提供本区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实景图片ꎮ

Ⅱ－８
志愿服务制

度化

Ⅲ－１６
制度化建设

１) 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ꎻ

①提供区文明委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年度工

作安排 (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区委宣传部或文明办落实 «关于支持和发

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本区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积极培

育志愿服务文化ꎬ 市民对志愿服

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９０％ꎬ 注

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建成区常住

人口比例≥１３％ꎬ 注册志愿者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

愿者总人数的比例≥７０％ꎬ 注册

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的时间≥２５ 个小时ꎻ

①统计建成区登记在册志愿者人数占建成区人

口总数的比例≥１３％ (统计表格)ꎻ
②说明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

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例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３) 建立健全组织协调、 注册培

训、 活动运行、 服务记录、 回馈

激励等机制ꎮ

①提供区文明办发挥牵头作用ꎬ 协调各有关部

门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从建成区抽选若干社区或单位ꎬ 每个社区或

单位需提供:
分别说明志愿者登记注册、 服务记录、 关系转

接、 兑换服务、 褒奖激励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５４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８
志愿服务制

度化

Ⅲ－１７
志愿服务活动

１) 落实中央文明办 «社区志愿

服务方案»ꎬ 确定社区志愿服务

的工作流程和活动项目ꎻ

提供区文明委或文明办下发的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流程和活动项目的规范文件ꎮ

２) 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

童、 困难职工、 残疾人志愿服务

活动ꎬ 开展党员志愿服务ꎬ 开展

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明上网

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组织专业志愿

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ꎮ

①提供区有关部门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

童、 困难职工、 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的年度工

作安排 (规范文件)ꎬ 分别统计活动情况 (统计

表格)ꎻ
②说明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③说明本区中小学校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的情

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④分别说明本区开展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

明上网志愿服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

片)ꎻ
⑤从建成区抽选若干社区ꎬ 提供文化、 医疗卫

生、 法律、 环保、 消防等专业志愿服务队进社

区开展志愿服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

片)ꎻ
⑥提供本区贯彻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

意见» 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本区推进公共文化设

施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

片)ꎮ

Ⅱ－９
文明旅游

Ⅲ－１８
制度机制建设

１) 建立部门联席会议或工作领

导小组ꎬ 形成统筹协调ꎬ 各方联

动的工作制度ꎻ

①提供建立区级联席会议制度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每年召开联席会议的情况记录 (说明报

告)ꎮ

２) 落实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暂行办法»ꎬ 建立游客不文

明信息通报机制ꎮ

①提供区文明办或旅游部门落实 «暂行办法»
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建立游客不文明信息通报机制的具体举

措和执行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１９
强化教育引导

和监督管理

１) 新闻媒体做好文明旅游正面

引导与反面曝光ꎬ 旅游黄金时节

有热潮ꎬ 宣传引导常态化ꎻ
此项城区不测ꎮ

３) 落实行前教育、 行中引导、
行后总结制度ꎬ 把好护照关、 组

团关、 出境关、 交通关、 落地

关、 行程关ꎻ

①提供区级旅游部门制定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在把好 “六关” 方面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４) 治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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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０
“讲文明树

新 风 ” 公

益广告

Ⅲ－２０
公益广告宣传形成

制度

１) 落实 «广告法»、 «公益广告

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健全完

善文明委统筹协调、 相关职能部

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ꎻ

①提供反映本区落实 «广告法»、 «公益广告促

进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制定具体举措的规范

文件ꎻ
②提供反映本区建立健全文明委统筹指导ꎬ 工

商、 新闻出版广电、 住建、 交通运输、 工信、
网信等部门各负其责的运行机制的规范文件ꎮ

３) 出台公益广告的财政扶持、
税收优惠和相关激励政策ꎮ

①提供反映本区鼓励、 支持公益广告活动的规

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鼓励、 支持、 引导单位和个人以提

供资金、 技术、 劳动力、 智力成果、 媒介资源

等方式参与公益广告宣传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２１
制作刊播情况

３) 报纸、 广播、 电视、 期刊、
互联网等媒体刊播公益广告ꎻ

此项城区不测ꎮ

４) 社会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

具刊播公益广告ꎮ

①提供主次干道、 商场、 宾馆、 商业街区、 城

市社区、 广场、 公园、 机场、 车站、 码头等公

共场所刊播公益广告的情况 (实景图片)ꎻ
②提供建筑工地围挡、 景观灯杆等构筑物刊播

公益广告的情况 (实景图片)ꎮ
注: ①在各类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广

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文明风尚有机融入各类生活场景之中ꎬ 让人

们抬眼可见、 举足即观ꎮ
②公益广告可以是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发布的

通稿作品ꎬ 也可以是本地组织设计制作的、 体

现地方特色的、 符合公益广告宣传主题要求的

作品ꎮ

Ⅱ－１２
网上精神文

明建设

Ⅲ－２３
网络文明传播

１) 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推动线上线下互动ꎬ 推动与

当地媒体融合互动ꎻ
２) 壮大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

伍ꎬ 加强网络评论的业务培训ꎮ

①说明本区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本区壮大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ꎬ 加

强网络评论的业务培训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２４
网德建设工程

１) 开展创建文明网站活动ꎬ 倡

导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ꎻ

说明本区部署开展创建文明网站活动ꎬ 加强网

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内容建设ꎬ 倡导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效果 (说明报告)ꎮ

２) 依法打击网络谣言和网上淫

秽色 情 信 息ꎬ 查 处 违 法 违 规

网站ꎮ

提供本区依法打击网络欺诈、 网络谣言和网上

淫秽色情信息、 查处违法违规网站的情况总结

(说明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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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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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３
党 风 廉 政

建设

Ⅲ－２５
“三严三实” 专题

教育

２) 大 力 学 习 宣 传 优 秀 党 员

干部ꎮ
说明本区组织学习宣传优秀党员干部的情况

(统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Ⅲ－２６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

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ꎬ 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经常

化、 制度化ꎮ

①提供区委贯彻中央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 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反映本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ꎬ 建立反腐

败教育工作制度的规范文件ꎻ
③说明本区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ꎬ 以严明

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１４
政 务 行 为

规范

Ⅲ－２７
依法行政

１) 推进政府综合执法ꎬ 完善行

政执法管理ꎻ

①提供本区在食品药品安全、 工商质检、 公共

卫生、 安全生产、 文化旅游、 资源环境、 农林

水利、 交通运输、 城乡建设等领域推进综合执

法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完善行政执法管理ꎬ 提高执法和服

务水平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ꎬ 压缩审

批时限ꎬ 减少审批事项ꎬ 优化审

批程序ꎮ

①列举政府部门规范行政行为、 简化办事程序

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本区压缩审批时限ꎬ 减少审批事项ꎬ 优

化审批程序的效果 (说明报告)ꎮ

Ⅲ－２８
政务公开

１) 公布权力清单ꎬ 建立健全权

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ꎬ 积极推进

责任清单工作ꎻ

①说明政府部门公布权力清单、 执行政务公开

制度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政府部门推进责任清单工作的进展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ꎬ 加强

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

便民服务平台建设ꎮ
列举政府部门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Ⅱ－１５
法 治 宣 传

教育

Ⅲ－２９
全民普法教育

１) 完成普法规划任务ꎬ 引导全

体人民自觉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ꎻ

①提供区委宣传部、 区司法局贯彻落实 «关于

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反映区委组织部、 宣传部和区司法局、
人社局贯彻落实 «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制度的意见» 的规范文件ꎬ 说明把宪法法

律列入区委中心组学习内容ꎬ 列为区党校、 行

政学院、 干部学院必修课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说明区教育部门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８４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５
法 治 宣 传

教育

Ⅲ－２９
全民普法教育

２) 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

法责任制ꎬ 加强普法讲师团、 普

法志愿者队伍建设ꎻ

①说明本区建立法官、 检察官、 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

图片)ꎻ
②提供本区普法讲师团、 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

和活动开展情况 (统计表格ꎬ 实景图片)ꎮ

３) 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全 民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的 普 及

率≥８０％ꎮ

①说明法治宣传教育进乡村、 进社区、 进企业、
进单位活动开展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区开展 “国家宪法日” 法治文化活动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１６
公 民 权 益

维护

Ⅲ－３０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１) 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ꎻ
①提供本区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规范文件ꎻ
②统计由财政保障的区级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

以及区级财政经费投入的总量 (说明报告)ꎮ

２) 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

机制ꎬ 执行进城务工人员最低工

资保障制度ꎻ

①说明区级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部门、 协调

程序ꎬ 提供维权举报电话 (说明报告)ꎻ
②提供反映本区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最低工资保

障制度的规范文件ꎬ 列举主要措施 (说明报

告)ꎮ

３) 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机制ꎬ 设立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的渠道ꎮ

①提供反映区有关部门建立保护消费者权益机

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本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名称及联系

方式 (说明报告)ꎻ
③列举本区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渠道 (说明

报告)ꎮ

Ⅲ－３１
未 成 年 人、 老 年

人、 残疾人、 妇女

权益保护

１) 做好孤残儿童、 弃婴救助和

收养安置工作ꎬ 制定落实孤儿供

养标准ꎻ

①提供本区负责残疾儿童、 弃婴救助和收养安

置工作的机构或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 (说明报

告)ꎻ
②提供反映本区落实孤儿供养标准的规范文件ꎮ

２) 统筹规划残疾人劳动就业ꎬ
制定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ꎻ

提供反映本区统筹规划残疾人劳动就业的规范

文件ꎬ 列举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 (说明报

告)ꎮ

３) 将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城

乡医疗卫生服务规划ꎬ 逐步增加

对养老服务的投入ꎻ

①提供反映将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城乡医疗

卫生服务规划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区级财政对养老服务的投入经费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４) 有机构承担婚姻家庭辅导服

务和妇女权益保障工作ꎮ

①提供本区承担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和妇女权益

保障工作的机构或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 (说明

报告)ꎻ
②说明区有关部门开展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情

况 (说明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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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７
基 层 民 主

政治

Ⅲ－３２
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加强城市社区、 机关、 学校、 企

业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等

基层党、 群组织建设ꎮ
列举本区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Ⅲ－３３
社区民主建设与

管理

社区居委会、 社区党支部、 业主

委员会、 物业公司和居民代表共

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ꎬ 形成社区

事务的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制度ꎮ

①列举本区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ꎻ
②从建成区选取若干社区ꎬ 提供社区居委会、
社区党支部、 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和居民代

表共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１８
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

Ⅲ－３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１) 贯彻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ꎬ 推进建立覆盖全社会的

征信系统ꎬ 在重点领域建立起信

用记录ꎬ 建设信用信息互联互

通、 交换共享的平台ꎻ

①提供区委、 区政府或由其明确的信用体系建

设牵头部门贯彻 «纲要» 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工商、 税务、 安全生产、 产品质量、 食

品药品安全、 住建、 环境保护、 交通运输等重

点领域推动自身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开展从业

人员信用记录征集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提供地方公共信用信息网络平台网址ꎬ 说明

网络平台的信用信息记录更新情况 (说明报

告)ꎮ

２) 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

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建立

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ꎮ

提供反映区委、 区政府或区文明委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年度工作安排的规范文件ꎮ

Ⅲ－３５
诚信奖惩制度

依法建立诚信 “红黑名单” 制

度ꎬ 制定守信优待政策ꎬ 对失信

违法者进行联合惩戒ꎬ 开展失信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ꎮ

①提供反映本区落实国务院 «关于建立完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的规范文件ꎻ
②分别说明本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的主要内容 (说明报告)ꎻ
③分别说明本区法院、 税务、 环保、 海关、 质

检、 安监、 食药监部门牵头实施守信联合激励

或失信联合惩戒的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ꎻ
④提供本区法院判决案件的实际执结率ꎬ 由市

级文明办征求市级法院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

文件)ꎻ
⑤提供本区纳税信用等级为 Ａ 级和 Ｂ 级的企业

占本区全部注册企业的比例ꎬ 由市级文明办征

求市级税务部门意见ꎬ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０５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１８
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

Ⅲ－３６
诚信教育实践

１) 媒体发掘宣传诚信人物、 诚

信企业、 诚信群体ꎬ 批评鞭挞失

信败德行为ꎻ
此项城区不测ꎮ

２) 开展 “质量第一”、 “诚信做

产品”、 “百城万店讲诚信”、
“诚信经营示范点”、 “守合同重

信用” 企业公示、 “放心消费创

建” 等活动ꎬ 开展 “３１５” 消

费者权益日、 “食品安全宣传

周” 等主题活动ꎮ

①提供本区生产企业、 流通企业、 窗口行业、
食品药品企业开展诚信主题实践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 实景图片)ꎻ
②提供本区在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日、 “食品

安全宣传周” 开展集中宣传教育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１９
市场监管

Ⅲ－３７
依法查处违法经营

行为

１) 建立和完善打击假冒伪劣的

监督、 投诉和处置机制ꎻ

①列举打击假冒伪劣的区级主管部门 (说明报

告)ꎻ
②简述打击假冒伪劣的监督、 投诉和处置机制

的主要内容 (说明报告)ꎮ

２) 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

行动ꎮ
提供本区开展专项行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２１
国民教育

Ⅲ－３９
生均义务教育公用

经费支出

>１０００ (元) >７００ (元) ≤７００ (元)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Ⅲ－４０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１) 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ꎬ 有

具体的扶持弱校措施ꎬ 实行免试

就近入学和信息公开制度ꎻ
列举本区的主要措施 (说明报告)ꎮ

Ⅲ－４１
学校管理

推行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ꎬ
政府部门定期开展教育收费专项

检查ꎬ 建立学校乱收费责任追究

制度ꎮ

①说明中小学建立校务公开与收费公示制度的

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提供区主管部门定期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２２
科学普及

Ⅲ－４２
开展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

利用全民科普日、 科技活动周等

时间节点ꎬ 深化拓展科普活动ꎮ

①提供区有关部门实施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 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在全民科普日、 科技活动周等时间节点

开展科普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２３
民 族 团 结

进步

Ⅲ－４３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

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ꎮ
说明区有关部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宣传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的情况 (实景图片)ꎮ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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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４
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建设

Ⅲ－４４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标准化

１)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指导标准ꎬ 制定与本区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地方标准ꎻ

提供本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规范文

件)ꎮ

２) 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ꎮ

①提供反映本区把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ꎬ 建立公

共文化服务城乡联动机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列举本区推进城乡 “结对子、 种文化” 的具

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Ⅲ－４５
文化事业发展

１) 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

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

入的增长幅度ꎬ 文化事业费占财

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ꎻ

①说明近两年文化投入增幅与财政经常性收入

增幅的比较关系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近两年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及与全市平均水平相比较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区属范围内有面向社会的三

级以上图书馆ꎬ 建有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和免费的

公共电子阅览室ꎮ

①提供区属范围内有面向社会的三级以上图书

馆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区图书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

中心和免费开放的公共电子阅览室的建立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Ⅲ－４６
基层文化设施

２) 从城市住房开发投资中提取

１％ꎬ 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ꎬ 或提供相应面积的综合文化

活动场所ꎻ

说明本区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ꎬ 或提供

相应面积的综合文化活动场的费用占城市住房

开发投资的比率 (统计表格)ꎮ

３) 按照人口规模或服务人群的

距离ꎬ 建设选址适中、 与地域条

件协调的文体广场ꎬ 每个街道拥

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 ５ 个以上ꎬ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 １ ０８ 平方

米ꎬ 公 共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状 况

良好ꎮ

①说明本区文体广场建设的总体情况 (说明报

告)ꎻ
②统计本区每个街道拥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的

数量 (统计表格)ꎻ
③统计本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统计表格)ꎮ

Ⅲ－４７
文化服务供给

１)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的保障机制ꎬ 推进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纪念馆、 美术

馆等免费开放工作ꎬ 健全基本服

务项目ꎻ

提供反映本区完善公共图书馆、 公共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 公共美术馆、 群艺馆、
文化馆 (站)、 科技馆免费开放的保障机制的规

范文件ꎮ

２)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ꎻ 提供本区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３)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ꎮ

说明区、 街道开展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注: 区各级政府组织的综合性全民健身活动

(运动项目超过 ５ 项)ꎬ 每年 １ 次以上ꎻ 区各级政

府组织的全区性单项型体育活动每年 ５ 次以上ꎮ

２５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５
市 民 文 明

素质

Ⅲ－４９
文明交通

１) 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ꎻ
说明本区实施行动计划的主要举措 (说明报

告)ꎮ

３) 建成区万车死亡率达到国家

畅通工程评价标准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Ⅲ－５１
公益活动

１) 开展扶贫帮困、 慈善捐助、
支教助学、 义务献血、 捐赠器

官、 义演义诊、 环境保护、 植绿

护绿等活动ꎻ

①说明本区开展公益活动 (至少 ４ 种)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提供党政机关带头参加公益活动 (至少 ３ 种)
的简要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统计自愿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的比例或千人

口献血人次 (统计表格)ꎮ
注: 临床用血 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献血ꎬ 或

千人口献血人次> １０ꎻ 每献血 ２００ 毫升折算为

人次ꎮ

２) 设计开展网络公益活动ꎮ
列举本区设计开展的特色网络公益活动项目

(说明报告)ꎮ

Ⅲ－５２
见义勇为

完善见义勇为人员认定机制、 补

偿救济机制ꎬ 落实见义勇为人员

权益保障和抚恤待遇ꎮ

①提供反映区有关部门完善见义勇为人员认定

机制、 补偿救济机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列举本区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和抚恤

待遇的具体措施 (说明报告)ꎮ

Ⅱ－２６
经济发展

Ⅲ－５３
财政总收入

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等于全市

平均水平

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Ⅲ－５４
区级财政收入年增

长率

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等于全市

平均水平

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Ⅲ－５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或增速

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等于全市

平均水平

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５７
街道设施

１) 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ꎬ
并有效运行ꎻ

说明本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举措和实际

成效 (说明报告)ꎮ

Ⅲ－５８
城市公共交通分

担率

>２０％ >１５％ ≤１５％ 此项城区不测ꎮ

Ⅲ－６０
社区生活环境

５) 社 区 日 常 管 理 服 务 规 范

有序ꎻ

①说明本区加强社区服务场所建设的具体举措

及实际成效 (说明报告)ꎻ
②分别统计本区近两年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

盖率 (统计表格)ꎮ

３５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２８
医疗与公共

卫生

Ⅲ－６１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１) 贯彻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 规 划 纲 要 (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ꎬ 制定本地区具体区域卫

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ꎻ

提供区有关部门制定规划的规范文件ꎮ

２) ≥９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定点机构ꎬ 每

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０ ８３ 人ꎮ

①统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定

点机构的比率 (统计表格)ꎻ
②统计每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统计

表格)ꎻ
③说明本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普及公共卫生知

识、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２９
社会保障

Ⅲ－６２
社会保险参保计划

完成率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Ⅲ－６３
城镇登记失业率

低于年度

控制目标

等于年度

控制目标

高于年度

控制目标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Ⅱ－３０
公共安全体

系建设

Ⅲ－６４
公共安全保障

１) 加 强 社 会 治 安 防 控 体 系

建设ꎻ
列举区有关部门的具体措施 (说明报告)ꎮ

Ⅲ－６５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１) 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

出售过期、 变质、 伪劣食品ꎬ 食

品安全事故及时查处ꎬ 无漏报、
瞒报情况ꎻ

①列举区有关部门的具体措施 (说明报告)ꎻ
②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６６
饮用水安全

定期监测、 检测本行政区域内供

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

水安全状况ꎬ 并向社会公布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ꎬ 对本区定期监

测、 检测本行政区域内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

头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作出评价 (规范文件)ꎮ

Ⅲ－６７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处理

１) 建立减灾、 防灾、 救灾综合

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管理体系ꎬ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ꎬ 开展

社区减灾、 防灾宣传教育ꎬ 建立

健全救灾应急预案ꎻ

①提供反映本区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

管理体系的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本区开展减灾、 防灾宣传教育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

系统ꎬ 严格执行事件报告、 通报

和信息发布制度ꎮ
提供区有关部门的规范文件ꎮ

Ⅲ－６８
安全生产

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率控制在政府下达的控制指

标以内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４５３



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３１
社会治安

Ⅲ－６９
治安管理

１) 加强刑满释放人员、 吸毒人

员等重点人群的服务管理ꎻ
提供区有关部门加强服务管理的情况 (说明报

告)ꎮ

２) 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

罪、 打击 “两抢一盗” 等犯罪

成效明显ꎻ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４) 有效预防打击传销活动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Ⅱ－３２
城市绿化

Ⅲ－７０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３５％ >３０％ ≤３０％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Ⅲ－７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５ｍ２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Ⅱ－３３
环境管理与

环境质量

Ⅲ－７２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９５％ >９０％ ≤９０％ 此项城区不测ꎮ

Ⅲ－７３
消除黑臭水体

城市建成区内未出现黑臭水体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Ⅲ－７４
城市空气质量

全年优良

天数比例

≥８０％

全年优良

天数比例

≥７０％

全年优良

天数比例

<７０％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Ⅱ－７５
城市水环境质量

１) 按国家规范划分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ꎬ 且水质达到或好

于Ⅲ类ꎻ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２) 城市市辖区水质优良 (达到

或优于Ⅲ类) 比例连续三年上

升ꎬ 或达到 ７０％ꎻ
此项城区不测ꎮ

３) 辖区内无劣于 Ｖ 类水体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Ⅲ－７６
环境管理

１) 未被环保部挂牌督办或无区

域、 流域限批ꎻ
此项城区不测ꎮ

２) 无因本市市域内环境污染事

件造成本地或其他地区饮用水源

地污染并停水事件ꎮ
此项城区不测ꎮ

Ⅲ－７７
公众参与

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ꎬ 大力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ꎬ 推进生活方式

绿色化ꎮ

①提供本区部署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的年度

安排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区有关部门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ꎬ 宣传

生态文明理念ꎬ 倡导文明、 节约、 绿色的消费方式

和生活习惯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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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３４
土 地 资 源

管理

Ⅲ－７８
耕地、 林地保护

１)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下达

的规划指标ꎻ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２) 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上级下

达的计划指标ꎮ
市文明办征求市主管部门意见、 作出评价 (规
范文件)ꎮ

Ⅱ－３５
组 织 领 导

体制

Ⅲ－７９
党委政府重视

１) 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ꎻ
提供区委区政府的规范文件ꎮ

２)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履职

尽责ꎬ 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领导ꎮ

①提供区委区政府专题研究精神文明建设事项

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提供反映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精神文

明建设的情况说明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Ⅲ－８０
文明委组织协调

１) 各级文明委及其办公室有健

全的工作制度和具体的保障措

施ꎬ 负起统筹协调、 督促检查

职责ꎻ

提供反映区文明委及其办公室健全工作制度的

规范文件ꎮ

２) 文明委成员单位落实责任ꎬ
群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ꎬ 形成齐

抓共管合力ꎮ

①说明落实区文明委成员单位责任制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区群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的情况 (说明

报告)ꎮ

Ⅱ－３６
群 众 广 泛

参与

Ⅲ－８１
宣传动员

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

专题专栏ꎬ 城乡公共场所利用多

种形式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

内容ꎮ

“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专题专栏”ꎬ
城区不测ꎮ

Ⅲ－８２
群众参与

１) 创建工作规划、 重要举措、
所办实事等公开发布宣传ꎬ 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ꎻ
提供本区的情况总结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为市民群众参与创建工作搭

建平台、 畅通渠道ꎮ
列举具体举措 (说明报告)ꎮ

Ⅲ－８３
群众评价

１) 建立健全群众监督机制ꎬ 认

真处理群众举报问题ꎻ

①提供反映区文明委或文明办建立健全群众监

督机制的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设的举报电

话号码、 电子邮箱地址ꎬ 提供有效处理群众举

报问题的情况总结 (说明报告)ꎮ

２) 采取问卷调查、 民意测评等

方式ꎬ 查找存在突出问题ꎬ 及时

进行整改ꎻ

①统计本区组织问卷调查或民意测评的情况

(统计表格)ꎻ
②列举通过征求民意查找到的突出问题ꎬ 说明

整改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３) 建立健全群众评价机制ꎬ 以

群众满意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最高

标准ꎮ

说明建立群众评价机制的具体办法 (说明报

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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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３７
文 明 单 位

创建

Ⅲ－８５
扩大创建覆盖面

１) 在机关、 企事业、 学校、 社

区、 景区等普遍开展文明单位创

建活动ꎬ 并延伸到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ꎻ

①提供区文明委部署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

实施意见 (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本区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管理办法 (规
范文件)ꎻ
③说明基层广泛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ꎻ
④说明本区将文明单位创建延伸到 “两新” 组

织的举措和成效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２) 文明委成员单位开展具有行

业特色、 职业特点的文明创建

活动ꎮ

①提供反映区文明委部署开展文明行业创建的

规范文件ꎻ
②提供本区窗口单位开展文明行业创建的情况

(说明报告ꎬ 实景图片)ꎮ

Ⅱ－３８
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

Ⅲ－８６
帮扶共建

１) 落实城市支援美丽乡村建设

的各项政策ꎻ
说明区有关部门政策措施内容和帮扶资金的落

实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文 化、 科 技、 卫 生 “ 三 下

乡” 活动经常化ꎬ 组织城市文

明单位与村镇结成对子长期

帮建ꎮ

提供区级相关部门开展 “三下乡” 活动、 文明

单位与村镇结对子的情况 (统计表格)ꎮ

Ⅲ－８７
环境整治

１)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ꎬ 有效支持农村改路、 改水、
改厕、 旧村改造ꎬ 推进城乡环卫

工作一体化ꎻ

①分别说明本区支援农村改路、 改水、 改厕、
旧村改造的具体措施和投入资金情况 (说明报

告)ꎻ
②说明本区推进城乡环卫工作一体化ꎬ 实现农

村垃圾 “户分类、 村收集、 镇转运、 区 (县)
处理” 的情况总结 (说明报告)ꎻ
③统计农村垃圾处理率 (统计表格)ꎮ

注: 农村垃圾处理率>９０％ꎮ

２) 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ꎬ
帮助治理农村面源污染ꎮ

列举具体措施 (说明报告)ꎮ

Ⅲ－８８
民风建设

１) 支持农村有效整治不良风气

等突出问题ꎻ

①提供反映本区农村基层利用各类宣传载体和

文化阵地ꎬ 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的实景图片ꎻ
②说明本区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的具体举措

和实际成效ꎬ 重点说明发挥村民议事会、 道德

评议会、 禁赌禁毒会、 红白理事会作用的情况

(说明报告)ꎻ
③提供本区支持农村有效整治不良风气等突出

问题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支持农村地区开展星级文明

户、 文明村、 文明镇 (乡)、 文

明集市创建ꎮ

提供本区开展星级文明户、 文明村、 文明镇

(乡) 创建的工作总结 (说明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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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网上申报具体要求

Ⅱ－３９
加 强 动 态

管理

Ⅲ－８９
创建活动常态化

１) 明确本区创建活动的工作标

准、 长效机制ꎻ
提供反映本区文明城区、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创建工作标准及长效机制的规范文件ꎮ

２) 制定文明创建工作负面清

单ꎬ 防止形式主义、 弄虚作假、
突击迎检和扰民行为等ꎻ

①提供区文明委制定的文明创建工作负面清单

(规范文件)ꎻ
②说明本区防止形式主义、 弄虚作假、 突击迎

检、 扰民行为的制度设计、 具体举措和实际成

效 (说明报告)ꎮ

３) 完善考核评价办法ꎬ 形成文

明创建评先的淘汰退出机制ꎮ

①提供区文明委制定的创建工作考核评价办法

(规范文件)ꎻ
②统计本区文明创建中各类荣誉称号管理和淘

汰退出情况 (说明报告)ꎮ

Ⅱ－４０
完 善 保 障

机制

Ⅲ－９０
投入保障

１) 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ꎬ 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ꎻ
说明区财政对精神文明建设投入随财政收入增

长逐步提高的情况 (说明报告)ꎮ

２) 加强基层创建工作力量ꎬ 切

实解决人员配备、 工作条件等实

际问题ꎬ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作

队伍ꎮ

①提供区委区政府在切实解决创建工作人员配

备、 工作条件等实际问题方面采取的具体举措

及取得的进展成效 (说明报告)ꎻ
②说明区创建工作队伍建设情况 (说明报告)ꎮ

荣誉称号
获得国家、 有关部

委的荣誉称号

每获得一项有效荣誉称号得 １
分ꎬ ４ 项以上 (包括 ４ 项) 得

４ 分ꎮ

①提供所获荣誉称号的完整名称、 颁发时间与

颁发机构ꎬ 并统计所获荣誉称号次数 (统计表

格)ꎻ
②提供所获荣誉称号的牌匾或证书的照片 (实
景图片)ꎮ

实地考察部分

一、 实地考察依据 «统计法» 规范操作ꎬ
按照地点类型统一、 考察主体统一、 考察方式

统一的原则采集数据ꎮ
二、 实地考察主要以暗访方式进行ꎬ 随机

抽取考察点ꎮ
三、 测评队员分若干组别ꎬ 只负责对不同

考察点进行现场调查ꎬ 将客观记录按照规范流

程上报ꎮ
四、 测评软件系统对考察记录进行汇总ꎬ

自动生成实地考察成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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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５
教育实践

Ⅲ－９
融入日常生活

１) 依托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道德讲堂等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ꎻ

街道综合文化站、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青少年课外活动中心:
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核心价值观ꎮ

２) 开展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范、 职业规

则、 团体章程等规范守则教育实

践活动ꎮ

城市社区:
在显著位置展示市民公约ꎮ

中小学校:
在显著位置展示学生守则ꎮ

窗口单位:
在显著位置展示行业规范ꎮ

Ⅱ－６
文化培育

Ⅲ－１２
培育勤劳节俭之风

２) 开展文明餐桌活动ꎮ
宾馆饭店:
运用多种形式进行 “节俭养德” “文明餐桌”
温馨提示ꎮ

Ⅲ－１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２)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

作ꎬ 加强对历史文化名胜、 文物

古迹、 传统古村落的保护ꎮ

建成区的古遗址、 古建筑、 近现代历史建筑:
①保护完好ꎻ
②无人为损坏或疏于管理现象ꎮ

Ⅱ－７
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和学

习宣传

Ⅲ－１５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２) 开展道德模范事迹展览展

示、 基层巡讲、 “故事会” 巡演

以及道德模范 “传帮带” 等学

习宣传活动ꎮ

城市规划馆或文化馆或博物馆或纪念馆或少年

宫 (从本区 “道德模范在身边网上大看台” 的

报送点位中选取 １ 个):
设有道德模范事迹专题展览ꎮ

Ⅱ－９
文明旅游

Ⅲ－１９
强化教育引导和监

督管理

２) 机场、 车站、 码头、 旅游集

散中心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氛

围ꎬ 出入境办证大厅、 出境口岸

进行文明出境游宣传ꎬ 主要景

点、 景区开展文明告知、 文明提

醒、 文明规劝ꎮ

机场、 车站、 码头、 旅游集散中心:
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文明旅游ꎮ

出入境办证大厅、 出境口岸、 旅行社:
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文明出境游宣传ꎮ

建成区内的景点、 景区:
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文明告知、 文明提醒、 文明

规劝ꎮ

４) 治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ꎮ
在建成区内的景点、 景区内询问若干名游客:
请他们对当地旅游市场秩序作出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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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１０
“讲文

明树新

风 ” 公 益

广告

Ⅲ－２１
制作刊播情况

１) 刊播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

广告和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通稿ꎻ
２) 自行制作刊播高质量、 有新

意的公益广告作品ꎻ
４) 社会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

具刊播公益广告ꎮ

主次干道、 商业街区、 公共广场、 公园景区、
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 宾馆饭店、 政务大厅、
城市社区、 公交车站、 机场、 长途汽车站、 码

头等公共场所:
①在公共场所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ꎬ 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有机融入各类生活

场景之中ꎬ 让人们抬眼可见、 举足即观ꎻ
②在公共场所刊播的公益广告可以是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发布的通稿作品ꎬ 也可以是本地组

织设计制作的、 体现地方特色的、 符合公益广

告宣传主题要求的作品ꎮ

建筑工地围挡:
公益广告展示面积不少于建筑工地围挡墙体面

积的 ３０％ꎮ

Ⅱ－１６
公 民 权 益

维护

Ⅲ－３０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２) 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

机制ꎬ 执行进城务工人员最低工

资保障制度ꎻ

在正常工作时间里拨打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权举

报电话:
查验热线接通与服务情况ꎮ

３) 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机制ꎬ 设立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的渠道ꎮ

在正常工作时间里拨打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电话:
查验热线接通与服务情况ꎮ

Ⅱ－１８
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

Ⅲ－３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１) 贯彻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ꎬ 推进建立覆盖全社会的

征信系统ꎬ 在重点领域建立起信

用记录ꎬ 建设信用信息互联互

通、 交换共享的平台ꎻ
２) 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

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建立

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ꎮ

政务大厅:
①有信用信息互联互通、 交换共享的平台ꎻ
②运用多种形式开展诚信宣传教育ꎮ

Ⅱ－２０
文 明 诚 信

服务

Ⅲ－３８
执法监管部门和窗

口服务单位

１) 从业人员文明用语ꎬ 礼貌待

人ꎬ 规范服务ꎻ
２) 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ꎻ
３) 有效整治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等突出问题ꎬ 无吃拿卡

要、 慵懒散拖现象ꎮ

政务大厅:
①办事人员文明用语ꎬ 礼貌待人ꎬ 规范服务ꎻ
②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ꎻ
③无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等突出问题ꎬ 无

慵懒散拖现象ꎮ
医院、 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 银行网点、 宾馆、
(邮政、 移动、 电信、 联通) 营业厅、 机场、 火

车站:
①从业人员文明用语ꎬ 礼貌待人ꎬ 规范服务ꎻ
②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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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２４
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建设

Ⅲ－４６
基层文化设施

１) 在街道、 社区统筹建设综合

文化站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ꎬ 开

展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 市民教

育、 科 技 普 及、 普 法 教 育 等

活动ꎻ

街道、 社区:
①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正常运行及

设备维护情况ꎻ
②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无被挪用或

侵占现象ꎻ
③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向居民开放

的情况ꎮ

３) 按照人口规模或服务人群的

距离ꎬ 建设选址适中、 与地域条

件协调的文体广场ꎬ 每个街道拥

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 ５ 个以上ꎬ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 １ ０８ 平方

米ꎬ 公 共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状 况

良好ꎻ

文体广场:
①正常运行及设备维护情况ꎻ
②场所无被挪用或侵占现象ꎮ

街道、 社区:
①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正常运行及设备维护情况ꎻ
②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无被挪用或侵占现象ꎮ

Ⅲ－４７
文化服务供给

１)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的保障机制ꎬ 推进公共图书馆、
公共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遗

址类)、 公共美术馆、 群艺馆、
文化馆 (站) 等免费开放工作ꎬ
健全基本服务项目ꎻ

城市公共图书馆、 公共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

遗址类)、 公共美术馆、 群艺馆、 文化馆 (站)、
科技馆:
①免费开放ꎻ
②基本服务项目健全ꎻ
③建有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点ꎬ 能够正常提供

服务ꎮ

Ⅱ－２５
市 民 文 明

素质

Ⅲ－４８
文明行为

１) 公共场所无争吵谩骂、 乱扔

杂物、 随地吐痰、 损坏花木等不

文明行为ꎻ

主次干道、 商业街区、 公园景区、 公共广场、
公交车站、 机场、 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ꎻ
①无乱扔杂物、 车窗抛物现象ꎻ
②无随地吐痰现象ꎻ
③无损坏花草树木现象ꎻ
④无争吵谩骂现象ꎻ
⑤无躺卧公共座椅现象ꎮ

２) 城市无烟草广告ꎬ 室内公共

场所和工作场所有明显禁烟标

识ꎬ 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ꎻ

政务大厅、 宾馆饭店、 医院、 机场、 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
①有明显禁烟标识ꎻ
②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ꎮ

３) 影剧院、 图书馆、 纪念馆、
博物馆、 会场、 赛场、 景区、 公

园、 广场、 主要街道、 机场、 车

站、 码头等场所文明有序ꎮ

影剧院、 图书馆、 纪念馆、 博物馆:
①有序排队入场ꎬ 无插队现象ꎻ
②无大声喧哗吵闹现象ꎻ
③无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现象ꎻ
④有明显禁烟标识ꎬ 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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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２５
市 民 文 明

素质

Ⅲ－４９
文明交通

２) 车辆、 行人各行其道ꎬ 机动

车让行人行横道ꎬ 无闯红灯、 乱

穿马 路 现 象ꎬ 乘 客 排 队 候 车

(候船)、 依次上下车 (船)ꎻ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①车辆、 行人各行其道ꎻ
②无行人乱穿马路、 翻越隔离栏现象ꎮ

主要交通路口 (交通人流高峰期):
①车辆、 行人各行其道ꎻ
②机动车在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处让行ꎻ
③无闯红灯、 乱穿马路现象ꎮ

公交车站、 长途汽车站、 码头:
①乘客排队候车 (候船)ꎬ 依次上下车 (船)ꎻ
②无拥挤、 争抢座位等现象ꎮ

Ⅲ－５０
友善礼让

１) 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老、 弱、
病、 残、 孕及怀抱婴儿者主动

让座ꎻ

公交车、 地铁:
乘客为老、 弱、 病、 残、 孕及怀抱婴儿者主动

让座ꎮ

２) 人际关系融洽ꎬ 友善对待外

来人员ꎬ 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

询问ꎮ

社区、 主要交通路口、 公交车站:
友善对待外来人员ꎬ 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

询问ꎮ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５６
无障碍设施

道路、 公共建筑及设施、 新建居

住建筑及居住区设有无障碍设

施ꎬ 管理、 使用情况良好ꎮ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①人行道通畅整洁ꎻ
②缘石坡无被侵占现象ꎮ

政务大厅、 商场超市、 宾馆饭店、 新建社区、
医院、 机场、 火车站:
①设有无障碍设施ꎻ
②管理、 使用情况良好ꎮ

Ⅲ－５７
街道设施

２) 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 毁

坏现象ꎬ 主干道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 ９９％ꎻ
３) 街巷道路路面硬化ꎬ 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 ９５％ꎬ 排水设施

完善ꎻ
４) 城市道路的人行道、 非机动

车道连续、 平整、 无损坏和被违

规占用现象ꎬ 行人过街、 机非分

离、 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配置

完整ꎮ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①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 毁坏现象ꎻ
②主干道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９９％ꎻ
③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连续、 平整、 无损坏和

被违规占用现象ꎻ
④行人过街、 机非分离、 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

配置完整ꎮ

建成区背街小巷:
①路面硬化ꎬ 无明显坑洼不平ꎻ
②排水设施完善ꎬ 无露天排水沟渠ꎻ
③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９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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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５９
主要街道和公共场

所面貌

１)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ꎬ 无脏乱

差现象ꎻ
２) 依法规范管理ꎬ 公共秩序良

好ꎬ 文明引导有力ꎮ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公共广场、 公园景区、
公交站点、 机场车站、 集贸市场、 商场超市:
①环境卫生干净整洁ꎬ 垃圾清运及时ꎻ
②管理规范有序ꎬ 无占道经营、 违章停车现象ꎻ
③经营性场所证照齐全、 亮证经营ꎻ
④公共厕所保洁及时ꎬ 无明显异味ꎮ

Ⅲ－６０
社区生活环境

１) 环境绿化美化ꎬ 卫生状况良

好ꎬ 无脏乱差现象ꎻ
２) 路面硬化、 平整ꎬ 无明显坑

洼积水ꎬ 排水设施完善ꎬ 无露天

排水沟渠ꎻ
３) 倡导 “垃圾减量分类”ꎬ 生

活垃圾定点投放、 分类收集、 定

时清运ꎻ
４) 楼门内干净整洁ꎬ 楼道无堵

塞ꎬ 墙面、 玻璃无污秽破损ꎬ 照

明灯完好ꎻ
６) 制定社区居民公约ꎬ 倡导邻

里和睦、 守望相助ꎮ

城市社区:
①小区环境绿化美化ꎬ 卫生状况良好ꎬ 无乱扔

垃圾、 随地吐痰现象ꎻ
②小区内路面硬化、 平整ꎬ 无明显坑洼积水ꎬ
无露天排水沟渠ꎻ
③生活垃圾定点投放、 分类收集ꎬ 垃圾房、 箱

(桶) 完好、 整洁ꎻ
④楼门内干净整洁ꎬ 楼道无堵塞ꎬ 墙面、 玻璃

无污秽破损ꎬ 照明灯完好ꎻ
⑤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布社区居民公约ꎬ 倡导邻

里和睦、 守望相助ꎮ

Ⅱ－２８
医疗与公共

卫生

Ⅲ－６１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１) 贯彻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 规 划 纲 要 (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ꎬ 制定本地区具体区域卫

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ꎻ

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公共卫生知识ꎬ 倡导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ꎮ

Ⅱ－３０
公共安全体

系建设

Ⅲ－６４
公共安全保障

２) 社会面、 重点单位及社区物

防、 技防、 人防、 消防水平符合

安全要求ꎮ

政务大厅、 城市社区、 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
中小学校、 火车站:
①有符合标准的物防、 技防、 人防、 消防设施ꎻ
②无占用、 堵塞、 封闭消防车通道现象ꎮ

Ⅲ－６５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１) 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

出售过期、 变质、 伪劣食品ꎬ 食

品安全事故及时查处ꎬ 无漏报、
瞒报情况ꎻ

超市、 集贸市场:
无过期、 变质、 伪劣食品ꎮ

２) 公布举报电话ꎬ 问题药品得

到及时查处ꎮ
拨打问题药品举报电话:
查验电话接通及服务情况ꎮ

Ⅲ－６７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处理

１) 建立减灾、 防灾、 救灾综合

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管理体系ꎬ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ꎬ 开展

社区减灾、 防灾宣传教育ꎬ 建立

健全救灾应急预案ꎻ

城市二类及二类以上避难场所:
①设有避难场所的标识牌ꎻ
②功能完备ꎬ 设备维护及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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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Ⅱ－３３
环境管理与

环境质量

Ⅲ－７３
消除黑臭水体

城市建成区内未出现黑臭水体ꎮ
建成区:
没有黑臭水体ꎮ

Ⅲ－７７
公众参与

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ꎬ 大力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ꎬ 推进生活方式

绿色化ꎮ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垃圾箱分类收集垃圾ꎮ

饭店:
无露天烧烤、 乱排油烟现象ꎮ

Ⅱ－３６
群 众 广 泛

参与

Ⅲ－８１
宣传动员

城乡公共场所利用多种形式宣传

展示精神文明创建内容ꎮ
城市社区、 公共广场、 主干道、 商业街区:
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内容ꎮ

Ⅱ－３８
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

Ⅲ－８７
环境整治

１)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ꎬ 有效支持农村改路、 改水、
改厕、 旧村改造ꎬ 推进城乡环卫

工作一体化ꎻ

Ⅲ－８８
民风建设

２) 支持农村地区开展星级文明

户、 文明村、 文明镇 (乡)、 文

明集市创建ꎮ

所属乡镇:
①环境卫生干净整洁ꎬ 垃圾清运及时ꎻ
②管理规范有序ꎬ 无占道经营、 违章停车现象ꎻ
③主要街道及公共场所无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

现象ꎻ
④主要街道及公共场所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ꎬ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倡导文明乡风ꎮ

问卷调查部分

问卷调查方式分为入户调查和随机街访

两种ꎮ
一、 入户调查ꎮ 测评组依据社区的居民住

户分布图ꎬ 按照随机等距原则抽选调查户ꎬ 测

评人员出示测评证件ꎬ 调查户同意后ꎬ 现场填

写意见ꎮ 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干扰调查户ꎮ
二、 随机街访ꎮ 测评人员按照随机偶遇原

则选取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ꎬ 现场独立填答

问卷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问卷主要内容

Ⅱ－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

Ⅲ－５
学习教育和主题实践系统化长期化

对本区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效果的评价ꎮ

Ⅱ－５
教育实践

Ⅲ－８
深化推广普及

对本区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果的

评价ꎮ

Ⅲ－９
融入日常生活

对本区发放市民文明手册情况的评价ꎮ

Ⅱ－６
文化培育

Ⅲ－１１
培育良好家风家教

对本区家庭、 家教、 家风建设方面的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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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问卷主要内容

Ⅱ－７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

学习宣传

Ⅲ－１５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对本区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 时代楷模、 身

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学习宣传的评价ꎮ

Ⅱ－８
志愿服务制度化

Ⅲ－１６
制度化建设

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

和支持率≥９０％
①是否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ꎻ
②身边的志愿服务活动氛围是否浓厚ꎮ

Ⅱ－１０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

广告

Ⅲ－２１
制作刊播情况

对本区刊播展示公益广告的评价ꎮ

Ⅱ－１４
政务行为规范

Ⅲ－２７
依法行政

对本区政务行为规范的评价ꎮ

Ⅱ－１５
法治宣传教育

Ⅲ－２９
全 民 普 法

教育

引导全体人民自觉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ꎻ 全民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的 普 及 率

≥８０％

①对本区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情况的

评价ꎻ
②是否参加过本区组织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ꎮ

Ⅱ－１８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

Ⅲ－３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对本区诚信建设的评价ꎮ

Ⅱ－１９
市场监管

Ⅲ－３７
依法 查 处 违

法经营行为

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

项行动
在本区生活中是否经常接触到虚假违法广告ꎮ

Ⅱ－２０
文明诚信服务

Ⅲ－３８
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

①对本区窗口单位服务质量的评价ꎻ
②对本区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工作的评价ꎮ

Ⅱ－２１
国民教育

Ⅲ－４０
义务 教 育 均

衡发展

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

≥７５％
对本区义务教育的满意度ꎮ

Ⅱ－２５
市民文明素质

Ⅲ－４８
文明行为

对本区民风和道德素质的评价ꎮ

Ⅲ－５１
公益活动

对本区开展公益活动的评价ꎮ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６０
社 区 生 活

环境

社区日常管理服务规范有

序ꎻ 制定社区居民公约ꎬ
倡导邻里和睦、 守望相助

①对社区生活便利程度的评价ꎻ
②对社区邻里守望相助、 社会道德风尚的

评价ꎮ

Ⅱ－３０
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Ⅲ－６４
公 共 安 全

保障

加 强 社 会 治 安 防 控 体 系

建设
对自身安全感的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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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问卷主要内容

Ⅱ－３１
社会治安

Ⅲ－６９
治安管理

卖淫嫖娼、 聚众赌博、 吸

毒贩毒制毒等违法犯罪得

到有效控制

对本区打击 “黄赌毒” 的评价ꎮ

Ⅱ－３３
环境管理与环境质量

Ⅲ－７７
公众参与

是否参加过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主题活动ꎮ

Ⅱ－３６
群众广泛参与

Ⅲ－８２
群众参与

创 建 活 动 的 群 众 参 与 率

>９０％
是否参与过本区组织开展的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ꎮ

Ⅲ－８４
群众 满 意 度

调查

>８０％ >７５％ ≤７５％
①对本区参评全国文明城市的支持率ꎻ
②对本区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满意率ꎮ

主要指标解释

一、 有关城市区域的术语
【建成区】 指市政范围内经过征用的土地

和实际建设发展起来的非农业建设地段ꎬ 包括

市区集中连片的部分以及分散在近郊区的与城

市有密切联系ꎬ 具有基本完善的市政公用设施

的城市建设用地 (如机场、 污水处理厂、 通讯

电台等)ꎮ
【市区】 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狭义

的城市ꎬ 包括城区和郊区ꎬ 不包括下辖的县和

县级市ꎮ
【公共场所】 指公共广场、 公园绿地、 风

景游览区、 飞机场、 公共电汽车 (含长途客运

汽车站) 首末站、 地铁车站、 公路铁路沿线、
河湖水面、 停车场、 集贸市场、 展览场馆、 文

化娱乐场馆、 体育场馆等ꎮ
【主干道】 指以交通功能为主ꎬ 与国道、

省道、 城市各区相通的交通干道ꎮ 一般应分幅

行驶ꎮ
二、 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
【生均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支出】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第十八章明确提

出ꎬ “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ꎬ 统筹各

项收入ꎬ 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

先保障ꎮ 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规定ꎬ 年初预

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

增长要求ꎬ 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

政经常性收入增长ꎬ 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

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ꎬ 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

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ꎮ 对促进教育公平、 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ꎬ 在我国 «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中ꎬ 一个重要

目标就是促进教育公平、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ꎮ
为此ꎬ 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统一生均经费

指标ꎮ
【人均 ＧＤＰ 水平】 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

数据ꎬ 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ꎮ 同等级城

市分别指副省级城市与地级省会城市两类不同

等级的城市ꎮ 同等级城市的平均水平ꎬ 根据同

等级城市类型中 (如全国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 ５ 个

城市的平均值而获得ꎮ 地级省会城市平均水平

的计算方法类似副省级城市ꎮ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单位 ＧＤＰ 能耗又叫万元

ＧＤＰ 能耗ꎬ 就是每产生万元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

值) 所消耗掉的能源ꎮ 单位 ＧＤＰ 能耗的单位

是: 万吨标准煤 /亿元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指反映居

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

的那部分收入ꎮ 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所

得税、 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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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补贴后的收入ꎮ 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

据ꎬ 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ꎮ
【公交分担率】 公共交通乘坐出行总人次 /

出行总人次×１００％ꎮ
【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是指每产出 １ 亿元 ＧＤＰ 过程中ꎬ 因安全事故导

致死亡的人数ꎮ 计算公式: 年度当地亿元 ＧＤＰ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年度当地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总人数 /年度当地亿元 ＧＤＰꎮ
【窗口行业】 包括: 公安、 税务、 工商、

燃气、 供热、 自来水、 供电、 公共交通、 出租

汽车、 铁路、 民航、 环卫、 风景园林、 物业管

理、 邮政、 电信、 银行、 医院、 宾馆、 旅行

社、 商业零售等行业ꎮ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指全市 (城区) 范

围内体育场、 体育馆、 社区内专门用于居民体

育运动的健身房、 健身点、 学校体育场地以及

社会经营性体育场地的面积之和ꎮ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场地总面积÷市区

人口总数ꎮ
【建成区绿地率】 建成区绿地率 ＝ 建成区

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１００％ꎮ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ꎮ 在统计

时ꎬ 由于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不易计算ꎬ 可用清

运量代替ꎮ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１００％ꎮ
【人均公园绿地】 指城市居民人均占有的

公园绿地面积ꎮ
人均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面积 (ｍ２) ÷建

成区内城区人口数量 (人)ꎮ
【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是由经济发

达地区转移到经济落后地区ꎬ 由城市转移到农

村ꎮ 转移方式一般是将在城市已淘汰的污染严

重的设备、 设施转移到无污染防治能力的地区

或单位使用ꎬ 或者将在城市难以处理的废弃物

转移到落后地区或农村处置ꎮ
【帮助治理农村面源污染】 农村面源污染

是指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中ꎬ 溶解的或固

体的污染物ꎬ 如农田中的土粒、 氮素、 磷素、
农药重金属、 农村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有机

或无机物质ꎬ 从非特定的地域ꎬ 在降水和径流

冲刷作用下ꎬ 通过农田地表径流、 农田排水和

地下渗漏ꎬ 使大量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 (河

流、 湖泊、 水库、 海湾) 所引起的污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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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文明办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
旅游局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公务员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共青团中央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

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１４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有关部门、 机构: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全会精神ꎬ 落实 «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

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 (政法 〔２００５〕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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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

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等文件精神及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总体要求ꎬ 促进大数据信息共享融合ꎬ 创

新驱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银行、 中央组织部、 中

央宣传部、 中央编办、 中央文明办、 最高人

民检察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

部、 安全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

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

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知识产权局、 旅游局、 法制办、 国家网信办、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公务员局、 外汇

局、 共青团中央、 全国工商联、 中国铁路总

公司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

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ꎮ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

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

的合作备忘录

附件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全会精神ꎬ 落实 «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

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 (政法 〔２００５〕 ５２
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

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等文件精神及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

总体要求ꎬ 促进大数据信息共享融合ꎬ 创新驱

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最高

人民法院、 人民银行、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

部、 中央编办、 中央文明办、 最高人民检察

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安全

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

部、 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知识产权局、 旅游

局、 法制办、 国家网信办、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公务员局、 外汇局、 共青团中央、 全

国工商联、 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就针对违法

失信的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达成如下一

致意见:
一、 联合惩戒对象
联合惩戒对象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

被执行人 (包括自然人和单位)ꎮ
二、 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建立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ꎮ 最高人民法院

通过该系统向签署本备忘录的其他部门和单位

提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更新动

态ꎮ 其他部门和单位从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

获取失信被执行人信息ꎬ 执行或协助执行本备

忘录规定的惩戒措施并按季度将执行情况通过

该系统反馈给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发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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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ꎮ
三、 惩戒措施、 共享内容及实施单位
(一) 设立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

货公司审批ꎬ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参考ꎻ
限制发行企业债券及公司债券ꎻ 限制收购上市

公司

将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信息作为设立证券公

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审批ꎬ 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的依据或参考ꎻ 限制失信被执

行人发行公司债券ꎻ 对失信情形严重的被执行

人ꎬ 限制其收购上市公司ꎬ 由证监会实施ꎻ 限

制失信被执行人发行企业债券ꎬ 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实施ꎮ
(二) 从严审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

对失信被执行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从

严审核ꎬ 由人民银行实施ꎮ
(三) 限制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ꎻ 限制任

职融资性担保公司或金融机构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ꎻ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融资性担保公司或金

融机构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ꎮ 由银

监会、 证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 保监会、
工信部、 财政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 工商

总局等具有金融机构任职资格核准职能的部

门实施ꎮ
(四) 协助查询政府采购项目信息ꎻ 依法

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协助查询政府采购项目信息ꎻ 依法限制失

信被执行人作为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ꎮ 由

财政部实施ꎮ
(五) 限制设立保险公司ꎻ 限制支付高额

保费购买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产品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设立保险公司ꎻ 限制失

信被执行人 (自然人) 及失信被执行人 (企事

业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

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支付高额

保费购买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产品ꎬ 由保监会

实施ꎮ

(六) 供设立商业银行或分行、 代表处以

及参股、 收购商业银行审批时审慎性参考

将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信息作为设立商业银

行或分行、 代表处以及参股、 收购商业银行的

审批时审慎性参考ꎬ 由银监会实施ꎮ
(七) 中止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或终止股权激励对象行权资格

对失信被执行人为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的ꎬ 协助中止其股权激励计划或终止其股权激

励对象行权资格ꎬ 由国资委、 财政部实施ꎮ
(八) 供外汇额度核准与管理时审慎性

参考

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内机构投

资者额度审批和管理中ꎬ 将失信状况作为审慎

性参考依据ꎬ 由外汇管理局实施ꎮ
(九) 供金融机构融资授信时审慎性参考

引导各金融机构在融资授信时查询拟授信

对象及其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ꎬ 对拟

授信对象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从严审核ꎬ 由人民

银行、 银监会实施ꎮ
(十) 限制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

支持

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补贴性资金和

社会保障资金支持ꎬ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资委等相关部门

实施ꎮ
(十一) 享受优惠性政策认定参考

在实施投资、 税收、 进出口等优惠性政策

时ꎬ 查询相关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

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失信被

执行人ꎬ 对其享受该政策时审慎性参考ꎬ 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 质检总局实施ꎮ
(十二) 加强日常监管检查

将失信被执行人和以失信被执行人为法定

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的单位ꎬ 作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加大日常监

管力度ꎬ 提高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ꎬ 并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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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采取行政监管措施ꎬ 由各

市场监管、 行业主管部门实施ꎮ
(十三) 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ꎬ 限制其担任国有

独资公司董事、 监事及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公

司董事、 监事及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ꎻ 已

担任相关职务的ꎬ 提出其不再担任相关职务的

意见ꎮ 由国资委、 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实施ꎮ
(十四) 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失信被执行人为个人的ꎬ 限制登记为事业

单位法定代表人ꎬ 由中央编办实施ꎮ
(十五) 通过 “信用中国” 网站和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通过 “信用中国” 网

站、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ꎬ 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 工商总局实施ꎮ
(十六) 通过主要新闻网站向社会公布

协调相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向社会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ꎬ 由国家网信办实施ꎮ
(十七) 限制招录 (聘) 为公务员或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

协助限制招录 (聘) 失信被执行人为公务

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ꎬ 由中组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公务员局等有关部门实施ꎮ
(十八) 禁止参评文明单位、 道德模范

对于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其领

导成员为失信被执行人的ꎬ 不得参加文明单位

评选ꎬ 已经取得文明单位荣誉称号的予以撤

销ꎮ 各类失信被执行人均不得参加道德模范评

选ꎬ 已获得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予以撤销ꎮ 由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实施ꎮ
(十九) 限制乘坐飞机、 列车软卧等其他

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

接责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乘坐飞机、 列车软

卧、 乘坐 Ｇ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 其他

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需的消费行为ꎬ 由交通运输部、 铁路总

公司等实施ꎮ
(二十) 限制住宿较高星级宾馆、 酒店ꎻ

限制在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消费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

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住宿四星级以上宾馆、 酒

店及其他高等级、 高消费宾馆、 酒店ꎻ 限制在

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消费ꎬ 由国家旅游局、 商

务部、 公安部、 文化部实施ꎮ
(二十一) 限制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

交易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

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购买房产、 土地等不动

产ꎻ 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国有企业资

产、 国家资产等国有产权交易ꎮ 由国土资源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资委等相关部门

实施ꎮ
(二十二) 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旅游、 度假

协助提供四星级及以上星级评定宾馆及其

他高等级、 高消费宾馆、 酒店信息ꎻ 限制失信

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

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实际

控制人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ꎬ 限制其享

受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相关的其他服务ꎻ 限制失

信被执行人在获得旅游等级评定的度假区等旅

游企业消费ꎮ 由商务部、 旅游局实施ꎮ
(二十三) 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

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的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

校ꎬ 由最高人民法院、 教育部实施ꎮ
(二十四) 查询身份、 护照、 车辆财产信

息ꎻ 协助查找失信被执行人ꎻ 限制出境ꎻ 协助

查封、 扣押车辆

协助查询反馈失信被执行人身份、 护照信

息及车辆财产信息ꎻ 协助查找下落不明的失信

被执行人ꎻ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出境ꎻ 协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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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扣押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ꎮ 由公安部

实施ꎮ
(二十五) 限制使用国有林地ꎻ 限制申报

重点林业建设项目ꎻ 限制国有草原占地审批ꎻ
限制申报重点草原保护建设项目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使用国有林地项目ꎻ 限

制其申报重点林业建设项目ꎻ 限制失信被执行

人申报国有草原占地项目ꎻ 限制其申报重点草

原保护建设项目ꎮ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林

业局、 农业部实施ꎮ
(二十六) 查询失信被执行人海关认证资

格情况ꎻ 限制成为海关认证企业ꎻ 对进出口货

物实施严密监管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海关认证资格情

况ꎻ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成为海关认证企业ꎻ 在

失信被执行人办理通关业务时ꎬ 实施严密监

管ꎬ 加强单证审核和布控查验ꎮ 由海关总署

实施ꎮ
(二十七) 查询安全生产许可审批等信息ꎻ

限制从事药品、 食品等行业ꎻ 限制担任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安全生产许可审批

登记信息、 药品医疗器械登记信息、 出入境检

验检疫信用等级信息ꎻ 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作

为从事药品、 食品安全行业从严审批的参考ꎻ
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储存、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 矿山生产、 安全

评价等行业ꎻ 协助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ꎬ 已担任相关职务的ꎬ 按规定程序要求变

更ꎮ 由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质

检总局、 工商总局实施ꎮ
(二十八) 查询渔业船舶登记信息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渔业船舶登记信

息ꎬ 由农业部实施ꎮ

(二十九) 查询客运、 货运车辆登记信息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客运、 货运车辆等

登记信息ꎬ 由交通运输部实施ꎮ
(三十) 查询律师登记信息ꎻ 限制参与评

先、 评优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的律师身份信息、
律师事务所登记信息ꎻ 对失信被执行人为律

师、 律师事务所的ꎬ 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参与

评先、 评优ꎮ 由司法部实施ꎮ
(三十一) 查询婚姻登记信息

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的婚姻登记信息ꎬ
由民政部、 外交部、 卫生计生委实施ꎮ

(三十二) 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处罚

协助对失信被执行人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

定罪立案侦查、 起诉等ꎬ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实施ꎮ

四、 共享信息的持续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

信行为联合惩戒系统上实时更新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ꎮ 其他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职责ꎬ 下发给

下级单位ꎬ 指导监督下级单位按照本备忘录及

有关规定实施惩戒或解除惩戒ꎮ
协作过程中各方应建立完备系统日志ꎬ 完

整记录用户的访问、 操作及客户端信息ꎬ 确保

系统的安全和正常使用ꎻ 建立必要的技术隔离

措施ꎬ 保护敏感核心信息的数据安全ꎬ 杜绝超

权限操作ꎮ
五、 其他事宜
各部门和单位应密切协作ꎬ 积极落实本备

忘录ꎬ 制定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使用、 管理、
监督的相关实施细则和操作流程ꎬ 确保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底前实现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共享和联合

惩戒ꎮ
本备忘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ꎬ 由

各部门另行协商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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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设立证券

公司、 基 金 管

理公 司、 期 货

公司 审 批ꎬ 私

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参考ꎻ
限制发行企业

债券及公司债

券ꎻ 限 制 收 购

上市公司

　 　 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 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

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０８〕 ７ 号)
第二条第 (七) 项: 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 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ꎬ 有限责任公司和其

他类型企业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ꎻ
(２) 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 (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的 ４０％ꎻ
(３) 最近三年可分配利润 (净利润) 足以支付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ꎻ
(４) 筹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ꎬ 所需相关手续

齐全ꎮ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ꎬ 应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要

求ꎬ 原则上累计发行额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 ６０％ꎮ 用于收购产权 (股权)
的ꎬ 比照该比例执行ꎮ 用于调整债务结构的ꎬ 不受该比例限制ꎬ 但企业应提

供银行同意以债还贷的证明ꎻ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的ꎬ 不超过发债总额的 ２０％ꎻ
(５) 债券的利率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确定ꎬ 但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

率水平ꎻ
(６) 已发行的企业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状态ꎻ
(７)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ꎮ

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

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
第二条　 切实发挥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作用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将相关市场主体所提供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

作为其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对守信者ꎬ 应探索实行优先办理、 简化程

序、 “绿色通道” 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ꎻ 对失信者ꎬ 应结合失信类别和程

度ꎬ 严格落实失信惩戒制度ꎮ
对食品药品安全、 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 医疗卫生、 工程建设、 教育科

研、 电子商务、 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经济健康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ꎬ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率先推进在行政

管理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第三条　 探索完善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制度规范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结合地方和部门实际ꎬ 在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行政审批、 市场准入、 资质审核等行政管理事项中依法要求相关市场主体提

供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ꎮ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根据履职需要ꎬ 研究明确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

的主要内容和运用规范ꎮ
第五条　 不断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ꎬ 把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

记录和信用报告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ꎮ 要加强协同配合ꎬ 推动形成信用记

录和信用报告跨部门、 跨区域应用的联动机制ꎮ 要通过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

在行政管理事项中的联合应用ꎬ 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

动机制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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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一条　 发行公司债券ꎬ 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１) 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ꎮ 有限责任公司的

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ꎮ
(２) 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 ４０％ꎮ
(３) 最近 ３ 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 １ 年的利息ꎮ
(４) 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ꎮ
(５) 债券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ꎮ 根据 «企业债券管理

条例» 第 １８ 条规定ꎬ 债券的票面利率不得高于银行相同期限居民储蓄定期存

款利率的 ４０％ꎮ
(６)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同时ꎬ «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三款还规定: “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

资金ꎬ 必须用于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ꎬ 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ꎮ”
所谓非生产性支出ꎬ 即营业外支出ꎬ 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其他支出ꎬ
如非常损失ꎬ 处理固定资产损失等ꎮ

４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十五条　 证券监管部门应当监督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 期货经营

机构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查询、 冻结、 扣划证券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ꎮ 督促作

为被执行人的证券公司自觉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ꎻ 对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 证券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

行为ꎬ 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ꎮ

５ «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　 设立证券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ꎻ
(二)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

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ꎻ
(三)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ꎻ
(四)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ꎬ 从业人员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ꎻ
(五) 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ꎻ
(六) 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ꎻ
(七)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四条　 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活动ꎬ 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

则ꎬ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ꎮ
第十三条　 设立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ꎬ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 有符合本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ꎻ
(二) 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ꎬ 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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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三) 主要股东应当具有经营金融业务或者管理金融机构的良好业绩、 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社会信誉ꎬ 资产规模达到国务院规定的标准ꎬ 最近三年没有违法记录ꎻ
(四) 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达到法定人数ꎻ
(五)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任职条件ꎻ
(六)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

他设施ꎻ
(七) 有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 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 风险控制制度ꎻ
(八)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７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期货公司ꎬ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

规定ꎬ 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ꎻ
(二)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ꎬ 从业人员具有期货从业资格ꎻ
(三) 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ꎻ
(四) 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 ３ 年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ꎻ
(五) 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ꎻ
(六) 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ꎻ
(七)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各项业务的风险程度ꎬ 可

以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限额ꎮ 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ꎮ 股东应当以货币或者

期货公司经营必需的非货币财产出资ꎬ 货币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８５％ꎮ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期货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 ６ 个月内ꎬ

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进行审查ꎬ 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ꎮ
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ꎬ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委托或者接受

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期货公司的股权ꎮ

８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　 任何人不得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

法权益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一)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ꎬ 到期未清偿ꎬ 且处于持续状态ꎻ
(二) 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ꎻ
(三) 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ꎻ
(四)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ꎬ 存在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ꎻ
(五)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

他情形ꎮ

９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　 从事私募基金业务ꎬ 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ꎬ 维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ꎬ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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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严审核

在银行间市场

发行债券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七条　 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ꎻ
(２) 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４％ꎻ
(３) 最近三年连续盈利ꎻ
(４)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充足ꎻ
(５) 风险监管指标符合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ꎻ
(６)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ꎻ
(７)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ꎮ
根据商业银行的申请ꎬ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豁免前款所规定的个别条件ꎮ
第八条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发行金融债券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ꎻ (２)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１０％ꎻ (３) 风险

监管指标符合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ꎻ (４)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ꎻ
(５)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ꎮ

第十一条　 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下列文件:
(１) 金融债券发行申请报告ꎻ (２) 发行人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ꎻ
(３) 金融债券发行办法ꎻ (４) 承销协议ꎻ (５)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文件ꎮ

人民银行

(三) 限制设立

融资性担保公

司ꎻ 限 制 任 职

融资性担保公

司或金融机构

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１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以安全性、 流动性、 收益性为经营原则ꎬ

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营模式ꎮ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企业、 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客户的业务往来ꎬ 应当遵循

诚实守信的原则ꎬ 并遵守合同的约定ꎮ
第九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ꎮ
(二) 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ꎮ
(三) 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ꎮ
(四) 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从业人员ꎮ
(五)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ꎮ
(六)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ꎮ
(七) 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ꎮ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办法由融资性担保业

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另行制定ꎮ

２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ꎻ
(二) 遵纪守法ꎬ 诚实守信ꎬ 勤勉尽职ꎬ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品行和声誉ꎻ
(三) 熟悉经济、 金融、 担保的法律法规ꎬ 具有良好的合规意识和审慎经

营意识ꎻ
(四) 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 经验和能力ꎮ
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银监会、 证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
保监会、 工信部、
财政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 工商

总局等具有金融

机构任职资格核

准职能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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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罪记录的ꎻ
(二) 因违反职业操守或者工作严重失职给所任职的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

者恶劣影响的ꎻ
(三) 最近五年担任因违法经营而被撤销、 接管、 合并、 宣告破产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的机构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ꎬ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ꎻ
(四) 曾在履行工作职责时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反诚信原则行为ꎬ 或指

使、 参与所任职机构对抗依法监管或案件查处ꎬ 情节严重的ꎻ
(五) 被取消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或禁止从事担保或金融

行业工作的年限未满的ꎻ
(六) 提交虚假申请材料或明知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ꎬ 采用

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任职资格核准的ꎻ
(七) 个人或配偶有数额较大的到期未偿还债务的ꎻ
(八)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ꎮ

３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 (以下简称金融机构)ꎬ 是指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村镇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

社、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外国银行分行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

性银行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托公司、 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货币经纪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
贷款公司、 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省 (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农村

资金互助社、 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以及经监管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

融机构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ꎬ 适用本办法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级管理人员ꎬ 是指金融机构总部及分支机构管理

层中对该机构经营管理、 风险控制有决策权或重要影响力的各类人员ꎮ
第九条　 金融机构拟任、 现任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ꎬ 视为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 (二) 项、 第 (三) 项、 第 (五) 项

规定之条件:
(一)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罪记录的ꎻ
(二) 有违反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ꎬ 造成恶劣影响的ꎻ 　
(三) 对曾任职机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或重大损失负有个人责任或直接领

导责任ꎬ 情节严重的ꎻ
(四) 担任或曾任被接管、 撤销、 宣告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机构的董事

(理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但能够证明本人对曾任职机构被接管、 撤销、 宣

告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不负有个人责任的除外ꎻ
(五) 因违反职业道德、 操守或者工作严重失职ꎬ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

影响的ꎻ
(六) 指使、 参与所任职机构不配合依法监管或案件查处的ꎻ
(七) 被取消终身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ꎬ 或受到监管

机构或其他金融管理部门处罚累计达到两次以上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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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本办法规定的不具备任职资格条件的情形ꎬ 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得

任职资格核准的ꎮ

４ «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ꎬ 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 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城市信用合作社及其联合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

联合社、 其他金融机构ꎮ
上述金融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 子公司和控股机构ꎬ

境内其他中资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银行类机构ꎬ 适用本办法ꎮ
上述金融机构不包括在华设立的外资金融机构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ꎬ 是指金融机构法定代表人

和对经营管理具有决策权或对风险控制起重要作用的人员ꎮ
第四条　 担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员ꎬ 应接受和通过中国人民银

行任职资格审核ꎮ
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核ꎬ 分核准制和备

案制两种ꎮ 适用核准制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ꎬ 在任命前应获得中国人民银行

任职资格核准文件ꎻ 适用备案制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ꎬ 在任命前应报中国人

民银行备案ꎮ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担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
(一) 因犯有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罪ꎬ 被判处刑罚ꎬ 或者囚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ꎻ
(二) 曾经担任因违法经营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

法定代表人ꎬ 并对此负有个人责任或直接领导责任的ꎻ
(三) 对因工作失误或经济案件给所任职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造成重大损

失负有个人责任或直接领导责任的ꎻ
(四) 个人负有数额较大的债务且到期未清偿的ꎻ
(五) 提供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行为的ꎻ
(六) 有赌博、 吸毒、 嫖娼等违反社会公德不良行为ꎬ 造成不良影响的ꎻ
(七) 已累计两次被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他监管当局取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的ꎻ
(八) 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不能担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ꎮ

５ «保险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
第七条　 保险机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诚实信用的品行、

良好的合规经营意识和履行职务必需的经营管理能力ꎮ

(四) 协助查询

政府采购项目

信息ꎻ 依 法 限

制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ꎻ
(２)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ꎻ
(３)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ꎻ
(４)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ꎻ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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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ꎬ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ꎻ
(６)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２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二部分第 (一)
(二) 条

(一) 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

许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

用和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二) 深入推进商务诚信建设

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ꎮ 加强政府采购信用管理ꎬ 强化联动惩戒ꎬ 保护

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制定供应商、 评审专家、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以

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标准ꎮ 依法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

单ꎬ 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ꎬ 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

动ꎮ 完善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ꎬ 充分利用工商、 税务、 金融、 检

察等其他部门提供的信用信息ꎬ 加强对政府采购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信用管

理ꎮ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ꎬ 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ꎬ
实现信用信息的统一发布和共享ꎮ

招标投标领域信用建设ꎮ 扩大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范围ꎬ 建立

涵盖招标投标情况的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ꎬ 健全招标投标信用信息

公开和共享制度ꎮ 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ꎬ 推动完

善奖惩联动机制ꎮ 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及其公共服务平台ꎬ 实现招标投标

和合同履行等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 实时交换和整合共享ꎮ 鼓励市场主体运

用基本信用信息和第三方信用评价结果ꎬ 并将其作为投标人资格审查、 评标、
定标和合同签订的重要依据ꎮ

(五) 限制设立

保险 公 司ꎻ 限

制支付高额保

费购买具有现

金价值的保险

产品

１ «保险法»
第六十八条　 设立保险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

规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ꎻ
(２) 有符合本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ꎻ
(３)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ꎻ
(４) 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ꎻ
(５)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ꎻ
(６)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ꎻ
(７) 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五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ꎬ 人民法院可

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ꎬ 在征信系统记录、 通过媒

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ꎮ

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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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给付义务的ꎬ 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ꎬ 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

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ꎮ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ꎬ 人民法院应当对

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ꎮ
第三条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ꎬ 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ꎬ 不得有以下高

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 乘坐交通工具时ꎬ 选择飞机、 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以上舱位ꎻ
(二) 在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 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ꎻ
(三) 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 扩建、 高档装修房屋ꎻ
(四) 租赁高档写字楼、 宾馆、 公寓等场所办公ꎻ
(五) 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ꎻ
(六) 旅游、 度假ꎻ
(七) 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ꎻ
(八)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ꎻ

(六) 供设立商

业银行或分行、
代表处以及参

股、 收 购 商 业

银行审批时审

慎性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第九条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 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

处的外国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ꎻ
(２)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具有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ꎻ
(３) 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ꎻ
(４)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ꎬ 并且其

申请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同意ꎻ
(５)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ꎮ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

处的外国银行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ꎬ 并且其金

融监管当局已经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ꎮ

银监会

(七) 中止境内

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或终止股

权激励对象行

权资格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第三十四条　 国有控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ꎬ 要求上市公司在发生

以下情形之一时ꎬ 中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ꎬ 自发生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向激励

对象授予新的股权ꎬ 激励对象也不得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行使权利或获得收益:
(１) 企业年度绩效考核达不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绩效考核标准ꎻ
(２)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 监事会或审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业绩

或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提出重大异议ꎻ
(３) 发生重大违规行为ꎬ 受到证券监管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ꎮ
第三十五条　 股权激励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

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ꎬ 提出终止授予新的股权并取消其行权资格:
(１)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ꎻ

国资委、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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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２) 任职期间ꎬ 由于受贿索贿、 贪污盗窃、 泄露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

密、 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

响等违法违纪行为ꎬ 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ꎮ

(八) 供外汇额

度核准与管理

时审慎性参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二部分第 (一) 条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

许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

用和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外汇管理局

(九) 供金融机

构融资授信时

审慎性参考

１ «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　 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ꎬ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

采集ꎮ 但是ꎬ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ꎮ 企业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ꎬ 不作为个人信息ꎮ

２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金融债券的发行应由具有债券评级能力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

信用评级ꎮ 金融债券发行后信用评级机构应每年对该金融债券进行跟踪信用

评级ꎮ 如发生影响该金融债券信用评级的重大事项ꎬ 信用评级机构应及时调

整该金融债券的信用评级ꎬ 并向投资者公布ꎮ

３ «贷款通则»
第十七条　 借款人申请贷款ꎬ 应当具备产品有市场、 生产经营有效益、

不挤占挪用信贷资金、 恪守信用等基本条件ꎬ 并且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１) 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ꎬ 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ꎻ 没有

清偿的ꎬ 已经做了贷款人认可的偿还计划ꎮ
(２) 除自然人和不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业法人外ꎬ 应当经过工

商部门办理年检手续ꎮ
(３) 已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ꎮ
(４) 除国务院规定外ꎬ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

资累计额未超过其净资产总额的 ５０％ꎮ
(５) 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符合贷款人的要求ꎮ
(６) 申请中期、 长期贷款的ꎬ 新建项目的企业法人所有者权益与项目所

需总投资的比例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ꎮ
第二十二条　 贷款人的权利

根据贷款条件和贷款程序自主审查和决定贷款ꎬ 除国务院批准的特定贷

款外ꎬ 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其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ꎮ
(１) 要求借款人提供与借款有关的资料ꎻ
(２) 根据借款人的条件ꎬ 决定贷与不贷、 贷款金额、 期限和利率等ꎻ
(３) 了解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ꎻ
(４) 依合同约定从借款人账户上划收贷款本金和利息ꎻ
(５) 借款人未能履行借款合同规定义务的ꎬ 贷款人有权依合同约定要求

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或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ꎻ

人民银行、 银

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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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６) 在贷款将受或已受损失时ꎬ 可依据合同规定ꎬ 采取使贷款免受损失

的措施ꎮ

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 第二部分第 (一) 条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

许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

用和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５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十四条　 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当监督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协助人民法院

查询被执行人的开户、 存款情况ꎬ 依法及时办理存款的冻结、 轮候冻结和扣

划等事宜ꎮ 对金融机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行

为ꎬ 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ꎮ 制定金融机构对被执行人申请贷款进行必要

限制的规定ꎬ 要求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应当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ꎬ 并将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况作为审批贷款时的考

量因素ꎮ 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ꎬ 涉及金融债权的ꎬ 可以

采取不开新户、 不发放新贷款、 不办理对外支付等制裁措施ꎮ

６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四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

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

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

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

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十) 限制补贴

性资金和社会

保障资金支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二部分第 (一) 条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

许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

用和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财政部、
国资委

(十一) 享受优

惠性政策认定

参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五部分第 (一) 条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

行的核心机制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海关总

署、 税 务 总 局、
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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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ꎮ 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ꎮ 按

规定对诚信企业和模范个人给予表彰ꎬ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营造守信光

荣的舆论氛围ꎮ 发展改革、 财政、 金融、 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

输、 商务、 工商、 税务、 质检、 安全监管、 海关、 知识产权等部门ꎬ 在市场

监管和公共服务过程中ꎬ 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ꎬ 对诚实守信者

实行优先办理、 简化程序等 “绿色通道” 支持激励政策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

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

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

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逐步建立行政许可申请人信用承诺制度ꎬ 并开展

申请人信用审查ꎬ 确保申请人在政府推荐的征信机构中有信用记录ꎬ 配合征

信机构开展信用信息采集工作ꎮ 推动形成市场性约束和惩戒ꎮ 制定信用基准

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ꎬ 完善失信信息记录和披露制度ꎬ 使失信者在市

场交易中受到制约ꎮ 推动形成行业性约束和惩戒ꎮ 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

律规则并监督会员遵守ꎮ 对违规的失信者ꎬ 按照情节轻重ꎬ 对机构会员和个

人会员实行警告、 行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等惩戒措施ꎮ 推动形成社会性

约束和惩戒ꎮ 完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ꎬ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ꎬ 发挥

群众评议讨论、 批评报道等作用ꎬ 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ꎬ 形成社会震慑力ꎬ
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ꎮ

建立失信行为有奖举报制度ꎮ 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ꎬ 保护举报人的

合法权益ꎮ
建立多部门、 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ꎮ 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共享ꎬ 实现

多部门、 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ꎬ 使守信者处处受益、 失信者寸步难行ꎮ

(十二) 加强日

常监管检查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五部分第 (一) 条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

行的核心机制ꎮ (同第十一项的法律依据)

各市场监管、 行

业主管部门

(十三) 限制担

任国有企业法

定代 表 人、 董

事、 监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二十三条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命或者建议任命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有良好的品行ꎻ
(２) 有符合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ꎻ
(３) 有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ꎻ
(４)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或者出

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ꎬ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依法予以免职或者提出免职建议ꎮ

国资委、 财政部

等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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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十四) 限制登

记为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１ «中央编办关于批转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

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中央编办发 〔２０１５〕 １３２
号)

第四条　 登记事项要求: (四) 法定代表人ꎮ 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中国公民ꎬ 且为该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ꎬ 年龄一般不超过 ７０ 周岁ꎬ 无不

良信用记录ꎮ 担任过其他机构法定代表人的ꎬ 在任职期间ꎬ 该机构无不良信

用记录ꎮ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职或退休后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ꎬ 应当符合干部管

理有关规定ꎮ

２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中央编办发 〔２０１４〕 ４ 号)
第三十一条　 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ꎻ (二) 该事业单位的主要行政负

责人ꎻ 违反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产生的事业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ꎬ 不得担

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ꎮ

中央编办

( 十 五 ) 通 过

“信用中国” 网

站和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布

　 　 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

见»
第十九条　 大力推进市场主体信息公示ꎮ 严格执行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ꎬ 加快实施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制度ꎮ 建设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ꎬ 依法对企业注册登记、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基本

信用信息以及企业年度报告、 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进行公

示ꎬ 提高市场透明度ꎬ 并与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有机对接

和信息共享ꎮ 支持探索开展社会化的信用信息公示服务ꎮ 建设 “信用中国”
网站ꎬ 归集整合各地区、 各部门掌握的应向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ꎬ 实现信用

信息一站式查询ꎬ 方便社会了解市场主体信用状况ꎮ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网站

要与 “信用中国” 网站链接ꎬ 并将本单位政务公开信息和相关市场主体违法

违规信息在 “信用中国” 网站公开ꎮ

２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 (以下简称其他政府部

门) 应当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下列企业信息:
(１) 行政许可准予、 变更、 延续信息ꎻ
(２) 行政处罚信息ꎻ
(３) 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ꎮ
其他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ꎬ 也可以通过其他系统公

示前款规定的企业信息ꎮ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社

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ꎬ 实现企业信息的互联共享ꎮ

发展改革委、 工

商总局

(十六) 通过主

要新闻网站向

社会公布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九条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１) 涉及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ꎻ
(２) 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ꎻ

国家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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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３) 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 职能、 办事程序等情况的ꎻ
(４) 其他依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ꎮ

２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ꎬ 应当遵守

宪法、 法律和法规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ꎬ 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ꎬ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ꎮ
国家鼓励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传播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 推动经济

发展、 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 文明的新闻信息ꎮ

３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四条　 中国证监会、 国务院其他主管部门等其他省部级及以上单位和

证券期货交易所、 证券期货市场行业协会、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全国性证券期

货市场行业组织 (以下简称证券期货市场行业组织) 作出的表彰、 奖励、 评

比ꎬ 以及信用评级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ꎬ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

许可决定ꎬ 发行人、 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以及高

级管理人员等作出的公开承诺的履行情况ꎬ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行

政处罚、 市场禁入决定、 监督管理措施ꎬ 证券期货市场行业组织实施的纪律处

分措施和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规定的管理措施ꎬ 依法向社会公开ꎮ
中国证监会在中国证监会网站建立资本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ꎬ

社会公众可通过该平台查询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 市场

禁入决定、 监督管理措施和证券期货市场行业组织实施的纪律处分措施以及

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规定的管理措施等违法失信信息ꎮ

４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三条　 新闻宣传部门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宣传ꎬ 教育引导

社会各界树立诚信意识ꎬ 形成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法协助

人民法院执行的良好风尚ꎻ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ꎬ 增强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ꎮ
配合人民法院建立被执行人公示制度ꎬ 及时将人民法院委托公布的被执行人

名单以及其他干扰、 阻碍执行的行为予以曝光ꎮ

(十七) 限制招

录 ( 聘) 为 公

务员或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１ «国家公务员法»
第十二条 　 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 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ꎻ

(二) 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ꎬ 努力提高工作效率ꎻ (三) 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ꎬ 接受人民监督ꎻ (四) 维护国家的安全、 荣誉和利益ꎻ
(五) 忠于职守ꎬ 勤勉尽责ꎬ 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ꎻ
(六) 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ꎻ (七) 遵守纪律ꎬ 恪守职业道德ꎬ 模范遵

守社会公德ꎻ (八) 清正廉洁ꎬ 公道正派ꎻ (九) 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ꎮ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第十三条　 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

员ꎬ 采用公开考试、 严格考核的办法ꎬ 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ꎮ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一)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ꎻ

(二) 曾被开除公职的ꎻ (三) 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ꎮ

中组部、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务员局等有关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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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对公务员的考核ꎬ 按照管理权限ꎬ 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
能、 勤、 绩、 廉ꎬ 重点考核工作实绩ꎮ

第五十三条　 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ꎬ 不得有下列行为: (六) 弄虚作假ꎬ
误导、 欺骗领导和公众ꎻ (九) 滥用职权ꎬ 侵害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ꎻ (十三) 违反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ꎻ (十四) 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

动ꎬ 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ꎻ (十六) 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ꎮ

２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移送的在执行工作中发现的党员、 行

政监察对象妨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和违反规定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违法

违纪线索ꎬ 应当及时组织核查ꎻ 必要时ꎬ 应当立案调查ꎮ 对于党员、 行政监

察对象妨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或者违反规定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ꎬ 以及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ꎬ 应当依法依纪追究党纪政纪责任ꎮ
第二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通过群众信访举报、 干部考察考核等多种途径ꎬ

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员、 公务员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以及非法干预、 妨害执行等

情况ꎬ 对有上述问题的党员、 公务员ꎬ 通过诫勉谈话、 函询等形式ꎬ 督促其及时

改正ꎮ 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非法干预或妨碍执行的党员、 公务员ꎬ 按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和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处理ꎮ

(十八) 禁止参

评 文 明 单 位、
道德模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五部分第 (一) 条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

行的核心机制ꎮ (同十一条的依据)

中央宣传部、 中

央文明办

(十九) 限制乘

坐飞 机、 列 车

软卧等其他非

生活和工作必

需的消费行为

(二十) 限制住

宿较高星级宾

馆、 酒店ꎻ 限制

在夜总会、 高尔

夫球场消费

(二十一) 限制

购买不动产及

国有产权交易

(二十二) 限制

在一定范围的

旅游、 度假

(二十三) 限制

子女就读高收

费私立学校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五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ꎬ 人民法院可

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ꎬ 在征信系统记录、 通过媒

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ꎮ

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给付义务的ꎬ 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ꎬ 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

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ꎮ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ꎬ 人民法院应当对

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ꎮ
第三条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ꎬ 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ꎬ 不得有以下高

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 乘坐交通工具时ꎬ 选择飞机、 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以上舱位ꎻ
(二) 在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 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ꎻ
(三) 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 扩建、 高档装修房屋ꎻ
(四) 租赁高档写字楼、 宾馆、 公寓等场所办公ꎻ
(五) 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ꎻ
(六) 旅游、 度假ꎻ

交通运输部、 铁

路总公司、 国家

旅游局、 商务部、
公安部、 文化部、
国土资源部、 住

房城 乡 建 设 部、
国资委、 最高人

民法院、 教育部

等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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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ꎻ
(八)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ꎻ
(九) 乘坐 Ｇ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 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

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ꎮ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ꎬ 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ꎬ 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

的行为ꎮ 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ꎬ 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

请ꎮ 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ꎬ 应予准许ꎮ
第六条　 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ꎬ 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和被执

行人的情况向有义务协助调查、 执行的单位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ꎬ 也可以在

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ꎮ
第八条　 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本规定禁止

的消费活动的ꎬ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ꎬ 获批准后方可进行ꎮ
第十一条　 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的行为ꎬ 经查证属实的ꎬ 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ꎬ 予以拘留、 罚款ꎻ 情节严重ꎬ
构成犯罪的ꎬ 追究其刑事责任ꎮ 有关单位在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ꎬ
仍允许被执行人进行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的ꎬ 人民法院

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ꎬ 追究其法

律责任ꎮ

３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不动产登记ꎬ 是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

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ꎮ
本条例所称不动产ꎬ 是指土地、 海域以及房屋、 林木等定着物ꎮ
第七条　 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

理ꎻ 直辖市、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

各区的不动产登记ꎮ
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ꎬ 由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分别办理ꎮ 不能分别办理的ꎬ 由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协商办

理ꎻ 协商不成的ꎬ 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指定办理ꎮ
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 林木和林地ꎬ 国务院批准项目用海、

用岛ꎬ 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等不动产登记ꎬ 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ꎮ

４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十一条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及时查询有关土地使用

权、 探矿权、 采矿权及相关权属等登记情况ꎬ 协助人民法院及时办理土地使

用权、 探矿权、 采矿权等的查封、 预查封和轮候查封登记ꎬ 并将有关情况及

时告知人民法院ꎮ 被执行人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 采矿权、 探矿权等权属变

更登记手续的ꎬ 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ꎬ 停止办理相关手续ꎮ
债权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ꎬ 依法予以办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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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及时查询有关房

屋权属登记、 变更、 抵押等情况ꎬ 协助人民法院及时办理房屋查封、 预查封

和轮候查封及转移登记手续ꎬ 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ꎮ 被执行人正

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等手续的ꎬ 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ꎬ
停止办理相关手续ꎮ 轮候查封的人民法院违法要求协助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的ꎬ
依法不予办理ꎮ 债权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ꎬ 依法

予以办理ꎮ 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有关工程项目的规划审批情况ꎬ 向人民法院提

供必要的经批准的规划文件和规划图纸等资料ꎮ 被执行人正在申请办理涉案

项目规划审批手续的ꎬ 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ꎬ 停止办理相关

手续ꎮ 将房地产、 建筑企业不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情况ꎬ 记入房地

产和建筑市场信用档案ꎬ 向社会披露有关信息ꎮ 对拖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

金的被执行人ꎬ 依法采取制裁措施ꎮ

５ «最高人民法院、 国土资源部、 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

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 法发 〔２００４〕 ５ 号

一、 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时ꎬ 需要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

的ꎬ 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

行通知书办理协助执行事项ꎮ
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执行时ꎬ 除复制有关材料

所必需的工本费外ꎬ 不得向人民法院收取其他费用ꎮ 登记过户的费用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收取ꎮ
二、 人民法院对土地使用权、 房屋实施查封或者进行实体处理前ꎬ 应当

向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该土地、 房屋的权属ꎮ
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到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土地、 房屋权属情

况时ꎬ 应当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ꎬ 并出具协助查询通知书ꎮ
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到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或者房

屋查封、 预查封登记手续时ꎬ 应当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ꎬ 并出具查

封、 预查封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ꎮ
四、 人民法院在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并复制或者抄录的书面

材料ꎬ 由土地、 房屋权属的登记机构或者其所属的档案室 (馆) 加盖印章ꎮ
无法查询或者查询无结果的ꎬ 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书面告知人民

法院ꎮ

(二十四) 查询

身 份、 护 照、
车辆财产信息ꎻ
协助查找失信

被执 行 人ꎻ 限

制出 境ꎻ 协 助

查 封、 扣 押

车辆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二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ꎬ 人

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 债券、 股票、 基金份额等财产

情况ꎮ 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 冻结、 划拨、 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ꎮ
人民法院决定扣押、 冻结、 划拨、 变价财产ꎬ 应当作出裁定ꎬ 并发出协

助执行通知书ꎬ 有关单位必须办理ꎮ
第二百四十四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ꎬ 人

民法院有权查封、 扣押、 冻结、 拍卖、 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

产ꎮ 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ꎮ

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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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第二百五十一条　 在执行中ꎬ 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ꎬ 人

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ꎬ 有关单位必须办理ꎮ
第二百五十五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ꎬ 人民法院可

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ꎬ 在征信系统记录、 通过媒

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ꎮ

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四百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ꎬ

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ꎮ
第五百一十八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ꎬ 人民法院除

对被执行人予以处罚外ꎬ 还可以根据情节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ꎬ 将被

执行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 征信机构以及其他

相关机构通报ꎮ

(二十五) 限制

使用国有林地ꎻ
限制申报重点

林业建设项目ꎻ
限制国有草原

占地 审 批ꎻ 限

制申报重点草

原 保 护 建 设

项目

　 　 １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 国家林业局令第 ３５ 号

第十四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 第四条规定的条件ꎬ 并且符合国家供地

政策ꎬ 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重大影响ꎬ 有审核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应当作出准予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ꎬ 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预收森林植

被恢复费后ꎬ 向用地单位或者个人核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ꎮ 不符合上述条

件的ꎬ 有关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作出不予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ꎬ
向用地单位或者个人核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ꎬ 告知不予许可的理由ꎮ

有审核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对用地单位和个人提出的使用林地申

请ꎬ 应当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ꎮ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十二条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一) 直接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经济宏观调控、 生态环境保护以及

直接关系人身健康、 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ꎬ 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

的事项ꎻ
(二) 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

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ꎬ 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ꎻ
(三) 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 行业ꎬ 需要确定具备

特殊信誉、 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 资质的事项ꎻ
(四) 直接关系公共安全、 人身健康、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 设施、

产品、 物品ꎬ 需要按照技术标准、 技术规范ꎬ 通过检验、 检测、 检疫等方式

进行审定的事项ꎻ
(五)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ꎬ 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ꎻ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ꎮ

３ «草原法»
第三十八条　 进行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ꎬ 应当不占或者少占草原ꎻ 确需

征用或者使用草原ꎬ 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ꎬ
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 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林业局、 农

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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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等需要征用、 使用草原的申请ꎬ 经审查同

意的ꎬ 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申请人发放 «草原征用使用审核同意书»ꎬ 并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的规定ꎬ 预收草原植被恢复费ꎻ 经审查不同意

的ꎬ 应当在 «草原征占用申请表» 中说明不同意的理由ꎬ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ꎮ
申请人凭 «草原征用使用审核同意书» 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

设用地审批手续ꎮ 建设用地申请未获批准的ꎬ 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预收

的草原植被恢复费全部退还申请人ꎮ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十八条　 进行勘查、 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ꎬ 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

地ꎻ 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ꎬ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后ꎬ 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 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ꎬ 并由用地

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ꎮ 森林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ꎬ
由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植树造林ꎬ 恢复森林植被ꎬ 植树造林

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 征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ꎮ 上级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督促、 检查下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 恢复森林植被的情况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森林植被恢复费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

应当加强对森林植被恢复费使用情况的监督ꎮ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第十六条　 勘查、 开采矿藏和修建道路、 水利、 电力、 通信等工程ꎬ 需

要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ꎬ 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用地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ꎬ 经审

核同意后ꎬ 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预交森林植被恢复费ꎬ 领取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ꎮ
用地单位凭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ꎮ 占用或者征用林地

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ꎬ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ꎮ
(二) 占用或者征用防护林林地或者特种用途林林地面积 １０ 公顷以上的ꎬ

用材林、 经济林、 薪炭林林地及其采伐迹地面积 ３５ 公顷以上的ꎬ 其他林地面

积 ７０ 公顷以上的ꎬ 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ꎻ 占用或者征用林地面积低于

上述规定数量的ꎬ 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ꎮ 占用

或者征用重点林区的林地的ꎬ 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ꎮ
(三) 用地单位需要采伐已经批准占用或者征用的林地上的林木时ꎬ 应当

向林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

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ꎮ
(四) 占用或者征用林地未被批准的ꎬ 有关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不予

批准通知之日起 ７ 日内将收取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如数退还ꎮ

７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九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查询被执行人有关工程

项目的立项情况及相关资料ꎻ 对被执行人正在申请办理的投资项目审批、 核

准和备案手续ꎬ 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ꎬ 依法协助人民法院停止办理相关手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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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查询

失信被执行人

海关认证资格

情况ꎻ 限 制 成

为海关认证企

业ꎻ 对 进 出 口

货物实施严密

监管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　 海关注册登记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 公示ꎬ 企业信用状况的认

定、 管理等适用本办法ꎮ
第三条　 海关根据企业信用状况将企业认定为认证企业、 一般信用企业和失

信企业ꎬ 按照诚信守法便利、 失信违法惩戒原则ꎬ 分别适用相应的管理措施ꎮ
第五条　 海关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国际合作需要ꎬ 与国家有关部门以及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海关建立合作机制ꎬ 推进信息互换、 监管互认、 执法互助ꎮ
第七条　 海关应当在保护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ꎬ 公

示企业下列信用信息:
(一) 企业在海关注册登记信息ꎻ
(二) 海关对企业信用状况的认定结果ꎻ
(三) 企业行政处罚信息ꎻ
(四) 其他应当公示的企业信息ꎮ
第十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
(一) 有走私犯罪或者走私行为的ꎻ
(二) 非报关企业 １ 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次数超过上年度报关单、

进出境备案清单等相关单证总票数千分之一且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超过 １０ 万

元的违规行为 ２ 次以上的ꎬ 或者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累计超过 １００ 万元的ꎻ
报关企业 １ 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次数超过上年度报关单、 进出境

备案清单总票数万分之五的ꎬ 或者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累计超过 １０ 万元的ꎻ
(三) 拖欠应缴税款、 应缴罚没款项的ꎻ
(四) 上一季度报关差错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报关差错率 １ 倍以上的ꎻ
(五) 经过实地查看ꎬ 确认企业登记的信息失实且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的ꎻ
(六) 被海关依法暂停从事报关业务的ꎻ
(七) 涉嫌走私、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拒不配合海关进行调查的ꎻ
(八) 假借海关或者其他企业名义获取不当利益的ꎻ
(九) 弄虚作假、 伪造企业信用信息的ꎻ
(十) 其他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的情形ꎮ
第十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海关应当终止认证:
(一) 发生涉嫌走私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被海关立案侦查或者调查的ꎻ
(二) 主动撤回认证申请的ꎻ
(三) 其他应当终止认证的情形ꎮ

２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第九条　 认证企业外部信用上要求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负

责关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财务负责人连续 １ 年在工商、 商务、 税务、 银行、
外汇、 检验检疫、 公安、 检察院、 法院等部门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失信

企业或者人员名单、 黑名单企业、 人员ꎮ

３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 第五部分第 (一) 条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

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

出机制ꎮ (同十一项的法律依据)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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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十七) 查询

安全生产许可

审 批 等 信 息ꎻ
限制从事药品、
食 品 等 行 业ꎻ
限制担任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

负责人及董事、
监事、 高 级 管

理人员

　 　 １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第四条　 企业应当严格执行本规范ꎬ 坚持诚实守信ꎬ 禁止任何虚假、 欺

骗行为ꎮ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七十五条　 从事生产、 销售假药及生产、 销售劣药情节严重的企业或

者其他单位ꎬ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十年内不得从事药

品生产、 经营活动ꎮ
对生产者专门用于生产假药、 劣药的原辅材料、 包装材料、 生产设备ꎬ

予以没收ꎮ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ꎬ 提供虚假的证明、 文件资料、 样品或者采

取其他欺骗手段取得 «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 «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 或者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ꎬ 吊销 «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营

许可证»、 «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或者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ꎬ 五年内不受

理其申请ꎬ 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

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ꎬ 记录许可颁发、 日常监督检查结果、 违法

行为查处等情况ꎬ 依法向社会公布并实时更新ꎻ 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增加监督检查频次ꎬ 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食品生产经营者ꎬ 可以

通报投资主管部门、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的金融机构ꎮ
第一百三十五条　 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法定代表人、 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

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ꎬ 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担任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ꎮ
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ꎬ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ꎬ 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ꎮ
食品生产经营者聘用人员违反前两款规定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ꎮ
第一百三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ꎬ 食品检验机构、 食品检验人员出具虚

假检验报告的ꎬ 由授予其资质的主管部门或者机构撤销该食品检验机构的检

验资质ꎬ 没收所收取的检验费用ꎬ 并处检验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ꎬ 检

验费用不足一万元的ꎬ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ꎻ 依法对食品检验机

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检验人员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ꎻ 导致发生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的ꎬ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检验人员给予开除处分ꎮ
违反本法规定ꎬ 受到开除处分的食品检验机构人员ꎬ 自处分决定作出之

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食品检验工作ꎻ 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

因出具虚假检验报告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受到开除处分的食品检验机

构人员ꎬ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检验工作ꎮ 食品检验机构聘用不得从事食品检验

工作的人员的ꎬ 由授予其资质的主管部门或者机构撤销该食品检验机构的检

验资质ꎮ

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 安全监管总

局、 质 检 总 局、
工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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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食品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ꎬ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ꎬ 应

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ꎮ

４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条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八十九条　 承担安全评价、 认证、 检测、 检验工作的机构ꎬ 出具虚假

证明的ꎬ 没收违法所得ꎻ 违法所得在十万元以上的ꎬ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ꎻ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ꎬ 单处或者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ꎻ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ꎬ 与生产经营单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ꎮ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ꎬ 吊销其相应资质ꎮ
第九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 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

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ꎬ 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ꎬ 提供必需的资金ꎻ 逾期未改正的ꎬ 责令

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ꎮ
有前款违法行为ꎬ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ꎬ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给予撤职处分ꎬ 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ꎮ

第九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的ꎬ 责令限期改正ꎻ 逾期未改正的ꎬ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ꎬ
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ꎮ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ꎬ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ꎬ
给予撤职处分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ꎮ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ꎬ
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ꎬ 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ꎻ 对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ꎬ 终身不得担任本行

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ꎮ

６ «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
第八条　 安全评价机构申请甲级资质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法人资格ꎬ 固定资产 ４００ 万元以上ꎻ
(二) 有与其开展工作相适应的固定工作场所和设施、 设备ꎬ 具有必要的

技术支撑条件ꎻ
(三) 取得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 ３ 年以上ꎬ 且没有违法行为记录ꎮ

(二十八) 查询

渔业船舶登记

信息

(二十九) 查询

客运、 货 运 车

辆登记信息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二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ꎬ 人

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 债券、 股票、 基金份额等财产

情况ꎮ 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 冻结、 划拨、 变价被执行人的

财产ꎮ

农业部、 交通运

输 部、 司 法 部、
民政部、 外交部、
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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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三十) 查询律

师 登 记 信 息ꎻ
限制参与评先、
评优

(三十一) 查询

婚姻登记信息

人民法院决定扣押、 冻结、 划拨、 变价财产ꎬ 应当作出裁定ꎬ 并发出协

助执行通知书ꎬ 有关单位必须办理ꎮ
第二百五十一条　 在执行中ꎬ 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ꎬ 人

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ꎬ 有关单位必须办理ꎮ

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四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
(一) 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ꎬ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ꎻ
(二) 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ꎻ
(三)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ꎬ 可以在举证期

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ꎮ
第九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

件需要的证据包括:
(一) 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ꎻ
(二) 涉及身份关系的ꎻ
第四百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ꎬ

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ꎮ

３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制宣传教育ꎬ 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

识ꎬ 提高债务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自觉性ꎮ 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依法

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观念教育ꎬ 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思想ꎮ 对监狱、
劳教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ꎬ 督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ꎮ 指导律师、 公证人

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做好当事人工作ꎬ 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ꎮ 监狱、 劳教所、 强制隔离戒毒所对服刑、 劳教人员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ꎬ 积极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执行ꎮ

４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四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

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

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

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

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三十二) 以拒

不 执 行 判 决、
裁定罪处罚

　 　 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被执行人、 协助执行义务人、 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ꎬ 情节严重的ꎬ 应当依照刑法第

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ꎬ 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处罚ꎮ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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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第三条　 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ꎬ 人民法院认为符合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ꎬ 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一) 负有执

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ꎬ 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 财产权利ꎬ 应

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ꎻ (二) 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ꎬ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

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ꎮ

２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五条　 检察机关应当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以及其他妨害执行构

成犯罪的人员ꎬ 及时依法从严进行追诉ꎻ 依法查处执行工作中出现的渎职侵

权、 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ꎮ
第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和其他妨害

执行的违法犯罪行为ꎻ 对以暴力、 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ꎬ 在接到

人民法院通报后立即出警ꎬ 依法处置ꎮ 协助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户籍信息、
下落ꎬ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人民法院需要拘留、 拘传的被执行人的ꎬ 及时向

人民法院通报情况ꎻ 对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决定拘留的人员ꎬ 及时予以收押ꎮ 协

助限制被执行人出境ꎻ 协助人民法院办理车辆查封、 扣押和转移登记等手续ꎻ
发现被执行人车辆等财产时ꎬ 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ꎮ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
文公共函 〔２０１６〕 １５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化厅 (局)、 文明办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 文明办ꎬ
文化部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 国办 «关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精神ꎬ 大力

推进文化志愿服务ꎬ 促进文化志愿服务制度

化、 规范化、 常态化ꎬ 现就开展 ２０１６ 年文化志

愿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ꎬ 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支

撑ꎬ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广泛传播志愿理念ꎬ
不断创新文化志愿服务内容、 工作方式和活动

载体ꎬ 积极构建参与广泛、 内容丰富、 形式多

样、 机制健全的文化志愿服务体系ꎬ 为提高国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出应有贡献ꎮ
二、 基本原则
(一) 凝聚共识ꎬ 引领风尚ꎮ 充分发挥文

化志愿者在发展先进文化、 创新传统文化、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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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通俗文化、 引导流行文化、 改造落后文化、
抵制有害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ꎬ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进一步形成引领社会进步

的文明风尚ꎮ
(二) 供需对接ꎬ 服务基层ꎮ 准确把握新

时期群众文化需求特点ꎬ 以农村、 社区为重点

服务区域ꎬ 围绕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

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开展针对性服务ꎬ 服务项

目进一步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ꎮ
(三) 整合资源ꎬ 拓展领域ꎮ 联合民政、

工会、 共青团、 妇联、 残联等部门ꎬ 广泛动员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文

化志愿服务ꎬ 进一步拓展文化志愿服务领域ꎮ
(四) 完善机制ꎬ 常态长效ꎮ 建立健全文

化志愿服务长效工作机制和活动运行机制ꎬ 完

善各级文化志愿服务组织网络ꎬ 推动文化志愿

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ꎬ 推动文化志愿服务事业

规范有序、 持续健康发展ꎮ
三、 主要任务
(一) 以 “行边疆、 走基层、 种文化” 为

主要内容ꎬ 深入实施 ３ 项示范性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

１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

行活动 (简称 “春雨工程” )ꎮ 文化部牵头搭

建内地与边疆地区、 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和贫

困地区横向交流的平台ꎬ 以 “大舞台”、 “大讲

堂”、 “大展台” 为载体组织实施一批针对性

强、 效果好的文化志愿服务项目ꎬ 丰富老少边

穷地区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ꎬ 促进老少边穷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附件 １)ꎮ
２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

务走基层活动 (简称 “大地情深” )ꎮ 文化部

牵头搭建国家艺术院团和地方纵向交流的平

台ꎬ 组织国家艺术院团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 (创建) 城市开展公益性

演出活动ꎬ 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公共文化服务

领域ꎬ 将高雅艺术送到基层ꎬ 不断提升群众文

化生活品质 (附件 ２)ꎮ
３ “阳光工程” ———中西部农村文化志愿

服务行动计划 (简称 “阳光工程” )ꎮ 按照公

开招募、 自愿报名、 组织选拔、 集中派遣的方

式ꎬ 在中西部农村招募一批有文艺专长、 热心

社会公益、 乐于组织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群众

文艺骨干和文化能人作为文化志愿者ꎬ 开展农

村文化建设工作ꎬ 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ꎬ 提

高农村文化建设水平 (附件 ３)ꎮ
(二) 以 “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 为主要

内容ꎬ 广泛开展 ９ 个主题基层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

１ “传递书香　 见证成长” 公共图书馆志

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参与各级公共图

书馆讲座培训、 图书导读、 读者咨询等各项服

务ꎬ 为读者学习知识创造良好环境ꎮ
２ “精彩生活 　 幸福使者” 文化馆 (站)

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积极参与群众

文化活动、 开展文艺技能培训、 参加各种文艺

演出ꎬ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ꎬ 提高群众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ꎮ
３ “共享历史　 感受快乐” 博物馆志愿服

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担任讲解员、 参与展

览布展、 协助做好文物档案整理、 开展文物知

识普及活动等ꎬ 让人们在认知和欣赏过程中ꎬ
增长见识ꎬ 陶冶情操ꎮ

４ “感受艺术　 美丽心灵” 美术馆志愿服

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担任导览员、 讲解

员ꎬ 参与举办美术讲座ꎬ 普及美术知识ꎬ 提高

大众的审美水平和欣赏能力ꎬ 吸引更多群众走

进美术馆感受艺术的魅力ꎮ
５ “文化惠民　 为您服务” 文化惠民工程

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协助做好重大

文化惠民工程的技术支持、 政策宣传、 资源整

理等工作ꎬ 进一步提升建设水平ꎬ 促进共建共

享ꎬ 活跃城乡基层文化生活ꎮ
６ “邻里守望　 文化暖心” 关爱重点群体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为空巢老

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志愿服务ꎬ 让困难群众得到

及时的关爱ꎬ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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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欢乐节日　 爱我中华” 节日纪念日文

化志愿服务活动ꎮ 利用传统节日和纪念日ꎬ 组

织文化志愿者举办文艺演出、 演讲、 诗歌朗诵

等活动ꎬ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８ “文化公益　 社会责任” 企业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ꎮ 动员吸纳热心文化工作的企业和非

营利组织开展文化志愿服务ꎬ 参与公益性文化

活动ꎮ 通过企业冠名、 活动宣传、 新闻报道等

方式ꎬ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志愿服

务工作ꎮ
９ “关爱成长　 快乐生活” 乡村学校少年

宫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加入乡村学

校少年宫志愿辅导员队伍ꎬ 就近就便组织农村

学生开展文体活动ꎬ 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

化生活ꎬ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ꎮ
(三) 以 “健全组织、 规范管理、 壮大队

伍” 为主要内容夯实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基础

１ 健全文化志愿服务组织ꎮ 进一步健全完

善省级文化志愿服务组织ꎬ 普遍建立市、 县两

级文化志愿服务组织ꎬ ２０１６ 年力争实现一半以

上的地级市建立文化志愿服务组织ꎮ
２ 规范文化志愿服务管理ꎮ 研究制定促进

文化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政策文件ꎮ 加强各

类文化志愿服务组织的分类管理ꎬ 完善服务规

范和内部管理制度ꎮ
３ 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ꎮ 积极引导有能

力、 有意愿的人士加入文化志愿者队伍ꎬ 进一

步完善招募注册、 供需对接、 培训管理、 服务

记录、 激励保障等工作机制ꎮ
四、 实施步骤
(一) 部署阶段 (２ 月): 文化部会同中央

文明办印发工作通知ꎬ 组织 ３ 项示范活动的项

目对接ꎮ 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单位根据工

作要求制定全年工作方案ꎬ 广泛发动本地区、
本单位文化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参与ꎮ

(二) 实施阶段 (３—１０ 月): 各地文化行

政部门和文化单位以 ３ 月 ５ 日 “学雷锋日” 为

节点ꎬ 全面启动实施各类文化志愿服务活动ꎬ 加

强活动宣传推广ꎬ 掀起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热潮ꎮ

(三) 总结阶段 (１１—１２ 月): 各地文化

行政部门和文化单位认真总结全年文化志愿服

务工作ꎬ 研究提出下一步工作计划ꎮ
五、 工作要求
(一) 加强对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领

导ꎮ 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单位要把文化

志愿服务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ꎬ 纳入总体

工作部署和年度考评指标ꎬ 认真制定年度工

作方案和重点活动实施方案ꎬ 切实加强组织

指导和统筹推动ꎬ 确保工作顺利实施、 取得

实效ꎮ
(二) 加大对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和

推广ꎮ 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单位要同步策

划宣传方案ꎬ 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ꎬ 采取多

种宣传方式展现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成果ꎮ 文化

部、 中央文明办将组织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对重

点活动进行实地报道ꎮ
(三) 加强对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支持和

保障ꎮ 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单位在组织开

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时ꎬ 要为文化志愿者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ꎬ 保障好文化志愿者权益ꎮ 要

制定活动安全预案ꎬ 防止意外事件发生ꎮ
六、 材料报送要求
(一) 请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和

文化部有关直属单位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前将

２０１６ 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方案和 « ２０１６ 年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项目

对接确认表» (附件 ５)、 «２０１６ 年 “大地情

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项

目对接确认表» (附件 ６) 报送至文化部公共

文化司ꎮ
(二) 请中西部 ２２ 个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前将 ２０１６ 年 “阳光

工程” 工作方案、 参与县、 村和文化志愿者名

单报送至文化部公共文化司ꎮ
(三) 请 “春雨工程”、 “大地情深” ２ 项

示范活动的项目实施单位于项目实施完成后两

周内向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报送项目实施情况报

告ꎬ 内容包括项目基本情况、 经费支出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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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报道情况等ꎮ
(四) 报送上述材料时请将电子版同步发

送至邮箱ꎮ

附件:
１ ２０１６ 年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

者边疆行活动方案

２ ２０１６ 年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

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方案

３ ２０１６ 年 “阳光工程” ———中西部农村文

化志愿服务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４ ２０１６ 年 “阳光工程” 文化志愿者招募名

额分配表

５ ２０１６ 年 “春雨工程” 项目对接确认表

６ ２０１６ 年 “大地情深” 项目对接确认表

附件 １

２０１６ 年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
边疆行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援助

力度ꎬ ２０１６ 年ꎬ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将继续组

织开展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

行活动 (简称 “春雨工程” )ꎮ 现制定活动方

案如下:
一、 活动目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围绕各

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主题ꎬ
充分发挥文化志愿服务在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ꎬ 着力加强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和文化人才队伍建

设ꎬ 进一步推动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交流ꎬ 促

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ꎮ
二、 活动形式
以 “大舞台”、 “大讲堂”、 “大展台” 为

基本载体ꎬ 通过双向互动形式实施文化志愿服

务项目ꎬ 搭建内地与边疆、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

地区文化帮扶与交流平台ꎮ
(一) 大舞台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深入老少

边穷地区ꎬ 为当地群众提供生动活泼、 形式多

样的文艺演出ꎻ 利用内地文化设施资源ꎬ 为老

少边穷地区优秀文艺团队到内地演出提供

便利ꎮ

(二) 大讲堂ꎮ 组织文化专家学者、 艺术

人才和技术人才等作为文化志愿者ꎬ 赴老少边

穷地区开展专题讲座、 文化策划、 文艺辅导、
技能培训等服务ꎻ 在内地设立培训基地ꎬ 为老

少边穷地区培训基层文化骨干ꎮ
(三) 大展台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在老少边

穷地区开展文化展览和艺术采风活动ꎻ 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ꎬ 为老少边穷地区提供

数字文化服务ꎬ 支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ꎮ
三、 服务地区和志愿单位

(一) 服务地区ꎮ 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

省、 吉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 云南

省、 西藏自治区、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ꎬ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ꎬ 以及上述地区之外的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ꎮ
(二) 志愿单位ꎮ 内地省 (市) 文化厅

(局)、 文化部直属单位、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 (创建) 城市文化局ꎮ 鼓

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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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施步骤
(一) 提出供需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和文化部直属单位分别研究提出文化志

愿服务需求和供给项目ꎬ 向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申报ꎻ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整理发布 “文化志愿

服务项目包”ꎮ
(二) 项目对接ꎮ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组织

开展项目资源推介ꎬ 双方通过充分论证和双向

选择ꎬ 确定拟实施项目和承办单位ꎮ
(三) 签订协议ꎮ 承办单位签订项目协议

并制定实施方案ꎬ 组织开展有关筹备工作ꎮ
(四) 组织实施ꎮ 承办单位根据协议内容

组织实施文化志愿服务项目ꎮ
(五) 督导评估ꎮ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负责

对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和

绩效评估ꎮ 文化部根据评估结果对项目实施单

位给予一定补助ꎮ
五、 活动保障
(一) 活动经费ꎮ “春雨工程” 活动经费主

要由志愿单位承担ꎬ 文化部根据活动开展情况

给予适当补助ꎮ
(二) 管理考评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

关单位要将活动列入年度工作计划ꎬ 认真制定

活动方案ꎬ 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ꎬ 及时向文化

部公共文化司反馈活动进展情况ꎬ 活动结束后

及时上报活动总结ꎮ

附件 ２

２０１６ 年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
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

给质量ꎬ 鼓励高雅艺术走进基层服务群众ꎬ ２０１６
年ꎬ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将继续组织开展 “大地

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

(简称 “大地情深” )ꎮ 现制定活动方案如下:
一、 活动目的

坚持 “志愿服务、 需求导向、 自主参与、
多方共赢” 原则ꎬ 将高雅艺术以志愿、 公益

的方式引入基层公共文化建设ꎬ 进一步整合

文化资源ꎬ 丰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ꎬ
提高群众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水平ꎬ 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ꎬ 让人

民群众共享艺术发展成果ꎬ 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ꎮ
二、 活动形式

由文化部搭建平台ꎬ 国家艺术院团作为志

愿单位ꎬ 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示

范项目 (创建) 城市作为主要服务地区ꎬ 举办

公益性演出、 艺术辅导和展览ꎮ
三、 志愿单位和服务地区
(一) 志愿单位 (１４ 个)ꎮ
１ 文化部直属艺术院团 (９ 个): 国家京

剧院、 中国国家话剧院、 中国歌剧舞剧院、 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交响乐团、 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 中央歌剧院、 中央芭蕾舞

团、 中央民族乐团ꎮ
２ 中直国家机关文艺院团 (５ 个): 中央

民族歌舞团、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 中国广

播艺术团、 中国铁路文工团、 中国煤矿文

工团ꎮ
(二) 服务地区ꎮ 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 (创建) 城市为主ꎬ 其他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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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地 (市) 级城市可申请参加ꎮ
四、 实施步骤
(一) 申报阶段ꎮ 国家艺术院团根据自身

资源ꎬ 确定参加活动的剧目、 讲座和展览内

容ꎬ 报送文化部公共文化司ꎬ 文化部公共文化

司整理发布 “国家艺术院团文化艺术服务资源

包”ꎮ
(二) 对接阶段ꎮ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组织

开展项目资源推介ꎬ 协调国家艺术院团与活动

参与城市文化局进行充分沟通和双向选择ꎬ 确

定服务项目ꎬ 双方签订项目协议ꎮ
(三) 实施阶段ꎮ 国家艺术院团和活动参

与城市文化局根据协议实施志愿服务项目ꎮ
(四) 总结阶段ꎮ 国家艺术院团和活动参

与城市文化局分别向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提交项

目实施情况总结ꎮ
五、 活动保障
(一) 活动经费ꎮ “大地情深” 活动经费由

活动参与城市承担ꎬ 国家艺术院团的公益演出

劳务费、 演职人员当地食宿费、 往返交通费、
道具运输费等由文化部直接对活动参与城市给

予适当补助ꎮ 活动可采取赠票或公益性票价方

式售票ꎬ 不得采取营业性票价售票ꎮ 观众要重

点向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和残疾人等

重点群体倾斜ꎬ 并通过赠票方式组织观看ꎮ
(二) 管理考评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要加强对活动的协调、 指导和支持ꎻ 国

家艺术院团和活动参与城市文化局要将活动列

入年度工作计划ꎬ 制定活动方案ꎬ 明确责任

人ꎬ 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ꎬ 及时向文化部公共

文化司反馈活动进展情况ꎬ 活动结束后及时上

报活动总结ꎮ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

示范项目 (创建) 城市要把活动开展与推进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 之间联动

合作与资源共享有机结合ꎬ 开展活动情况将作

为创建过程管理的重要考评依据ꎮ

附件 ３

２０１６ 年 “阳光工程” ———中西部农村文化
志愿服务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为充分发挥文化志愿者在村级公共文化建

设方面的积极作用ꎬ 缓解村级公共文化人才队

伍不足、 服务效能不高的问题ꎬ 进一步增强村

级公共文化内生发展动力ꎬ 文化部、 中央文明

办将于 ２０１６ 年起组织实施 “阳光工程” ———
中西部农村文化志愿服务行动计划ꎮ 现制定工

作方案如下:
一、 工作目的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以保障农

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ꎬ 以创新工作机

制、 强化人员素质、 提高服务效能为重点ꎬ 加

强基层特别是村级文化人才队伍建设ꎬ 促进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ꎬ 为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人才支撑ꎮ
二、 工作原则
坚持导向、 服务大局ꎮ 发挥农村文化志愿

者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ꎬ 推动形成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和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ꎮ
以人为本ꎬ 供需对接ꎮ 把保障农村群众基

本文化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主动对接农

村群众实际文化需求ꎬ 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

群众结合起来ꎬ 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

来ꎬ 逐步建立一支热心公益、 素质优良、 结构

合理的农村文化志愿者队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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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机制ꎬ 示范引领ꎮ 完善招募、 培训、
管理、 服务等制度ꎬ 形成一套制度健全、 管理

规范、 运行有效的工作机制ꎮ 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ꎬ 带动各地广泛开展农村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ꎬ 使文化志愿者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

力量ꎮ
三、 工作内容和目标
(一) 工作内容ꎮ 按照公开招募、 自愿报

名、 组织选拔、 集中派遣的方式ꎬ 将活跃在广

大农村的有文艺专长、 热心社会公益、 乐于组

织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群众文艺骨干和文化能

人招募为文化志愿者ꎬ 协助村委会开展农村文

化建设工作ꎬ 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ꎬ 提

高农村文化建设水平ꎮ
(二) 工作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文化部在中西部

２２ 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中招

募 １２００ 名农村文化志愿者 (招募名额见附件

４)ꎬ 配备到 １２００ 个行政村ꎬ 开展为期一年的

文化志愿服务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结合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在本地区开

展农村文化志愿者招募配备工作ꎬ 逐步实现村

级公益文化岗位全覆盖ꎮ
四、 工作步骤
(一) 成立工作机构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文化部设立项目管理办公室 (简称文化

部项目办ꎬ 设在公共文化司)ꎬ 负责制定项目

实施方案ꎬ 指导、 协调、 监督和考评各省项目

实施情况ꎮ
２ 有关省级文化行政部门设立项目执行办

公室 (简称省级项目办)ꎬ 负责制定本省年度

工作方案ꎬ 遴选项目实施的县、 村ꎬ 制定本省

项目考核办法ꎮ
３ 有关县级文化行政部门设立项目执行办

公室 (简称县级项目办)ꎬ 负责农村文化志愿

者的招募、 培训、 管理和考核等各项工作ꎮ
(二) 招募文化志愿者 (２０１６ 年 ２—３ 月)
１ 在省级项目办指导下ꎬ 县级项目办公开

发布招募公告ꎬ 对农村文化志愿者的招募条

件、 程序、 期限等作出具体规定ꎬ 采取村民自

愿报名和组织动员相结合的方式招募文化志

愿者ꎮ
２ 县级项目办通过笔试、 面试等方式择优

选拔确定入选文化志愿者ꎬ 报省级项目办审核

并报文化部项目办ꎮ
３ 入选文化志愿者由县级项目办在县、 村

进行 ３ 天的公示ꎬ 公示通过后正式签订服务

协议ꎮ
４ 文化志愿者招募条件:
(１) 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ꎬ 遵纪守

法ꎬ 作风正派ꎬ 热心公益ꎬ 热爱群众文化事

业ꎬ 群众关系较好ꎬ 服务意识较强ꎮ
(２) 年龄在 １８— ６５ 周岁ꎬ 身体健康ꎬ 具

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ꎬ 一般应为本村常住村

民ꎬ 原则上村干部不参加招募ꎮ
(３) 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特长ꎬ 组织协调和

管理能力较强ꎬ 民间艺人、 文化能人、 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优先ꎮ
(三)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文化志愿者在村委会的领导和乡镇文化站

的指导下开展为期一年的文化志愿服务ꎮ 服务

内容包括:
１ 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和村民文化需求ꎬ

提出村级文化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ꎮ
２ 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ꎬ 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组织开展移风易俗等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ꎮ
３ 组织开展村民喜闻乐见的演出、 阅读、

讲座等文化活动ꎮ
４ 管理和维护村级文化活动室、 图书室

(农家书屋)、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等

公共文化设施ꎮ
５ 辅导和培训本村群众文艺骨干和文艺爱

好者ꎮ
６ 配合当地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ꎬ 积极做

好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 文化市场管理、 农

村文化产业发展等工作ꎮ
７ 协助村委会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做好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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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工作ꎮ
五、 工作保障
(一) 文化志愿者管理

１ 文化部项目办组织制定有关管理办法ꎬ
建立网络信息管理平台ꎬ 对文化志愿者进行动

态跟踪管理ꎮ
２ 省级项目办建立文化志愿者信息资料

库ꎬ 及时了解每名文化志愿者的服务情况ꎬ 每

季度向文化部项目办报告情况ꎮ
３ 县级项目办要为每名文化志愿者配备统

一的注册服务证并签订服务协议ꎬ 对文化志愿

者的权利、 义务、 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管理

目标与考核、 违约条款等方面进行明确约定ꎮ
每月将文化志愿者服务情况以照片、 文字信息

等方式报送省级项目办并上传至网络信息管理

平台ꎮ
４ 对因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不能提供服务

的文化志愿者ꎬ 由本人向县级项目办提出书面

申请ꎮ 经县级项目办审核后报省级项目办批

准、 文化部项目办备案ꎮ 同时县级项目办及时

招募新的文化志愿者继续提供服务ꎮ
(二) 文化志愿者培训

１ 文化部项目办对省级项目办负责人员进

行集中培训ꎬ 培训内容包括项目实施方案和工

作流程解读ꎬ 文化志愿者的招募、 培训、 管理

和考核等ꎮ
２ 省级项目办负责组织县级项目办工作人

员和农村文化志愿者的培训ꎮ 培训内容包括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群众文化活动组

织、 村级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等ꎮ 培训合格的文

化志愿者要颁发结业证书ꎬ 逐步实现文化志愿

者持证上岗服务ꎮ
(三) 文化志愿者考评

１ 文化部项目办建立健全督导制度ꎬ 审定

省级项目办制定的文化志愿者考评办法ꎬ 对考

评情况不定期进行抽查ꎮ
２ 省级项目办根据地方实际制定科学合理

的文化志愿者考评办法ꎬ 从德、 能、 勤、 绩等

方面设立量化考评指标ꎮ
３ 县级项目办负责对文化志愿者进行考

评ꎬ 为每名文化志愿者建立考核评议档案ꎬ 采

取日常考评与年度考评相结合的方法、 村两委

评议和群众测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评ꎮ 要将

群众满意度作为考评的重要指标ꎮ
４ 考评的结果分为优秀、 称职、 不称职三

档ꎮ 年度考评为优秀和称职的可续签服务协

议ꎮ 年度考评不称职的ꎬ 不再续签服务协议ꎮ
日常考评中发现不履行服务职责的ꎬ 由县级项

目办向省级项目办申报解除服务协议ꎬ 不受年

度考评时间限制ꎮ
(四) 文化志愿服务项目评估

１ 文化志愿者一年服务期满后ꎬ 县级项目

办要提交项目执行报告ꎬ 对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实施情况和文化志愿者服务情况进行详细

总结ꎮ
２ 省级项目办对本省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全

面评估ꎬ 向文化部项目办提交评估报告ꎮ
３ 文化部项目办根据评估报告进行复核ꎬ

复核结果将作为项目在当地持续开展的重要依

据ꎮ 对于项目执行情况良好的地区继续配备文

化志愿者ꎬ 对于项目执行情况较差的地区取消

配备文化志愿者ꎮ
４ 文化部项目办适时组织督查组赴项目实

施地区开展督查ꎬ 了解文化志愿者服务情况ꎮ
(五) 经费保障

１ 服务和保险经费补助ꎮ 文化部项目办对

每名文化志愿者按照每月 ５００ 元 (每年 ６０００
元) 的标准发放工作性补助ꎬ 用于文化志愿者

的误工、 误餐、 交通、 通信等ꎬ 并给予每名文

化志愿者每年 ８３ 元的保险补助ꎮ 补助经费一次

性拨付至省级项目办ꎬ 省级项目办负责将服务

补助发放至文化志愿者本人ꎬ 并为文化志愿者

购买保险ꎮ
２ 培训经费补助ꎮ 农村文化志愿者培训工

作由省级项目办统筹安排ꎬ 文化部项目办给予

一定补助经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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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２０１６ 年 “阳光工程” 文化志愿者招募名额分配表

省份 数量 (名)

河北 ６０

山西 ５０

内蒙古 ５０

吉林 ５０

黑龙江 ５０

安徽 ５０

江西 ５０

河南 ６０

湖北 ５０

湖南 ６０

海南 ５０

广西 ５０

重庆 ５０

四川 ６０

贵州 ５０

云南 ５０

西藏 ５０

陕西 ６０

甘肃 ５０

青海 ５０

宁夏 ５０

新疆 ５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５０

总数 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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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２０１６ 年 “春雨工程” 项目对接确认表

填报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服务形式 □大舞台　 　 　 □大讲堂　 　 　 □大展台

项目预算 拟实施时间

拟实施地点

志愿者人数 服务对象人数

项目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项目简介

　 　 注: １ 填报单位为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关文化部直属单位ꎮ
２ 每个项目须单独填表ꎮ
３ 实施时间具体到年月ꎬ 实施地点具体到市、 县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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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６

２０１６ 年 “大地情深” 项目对接确认表

填报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对接院团

项目预算 拟实施时间

拟实施地点

项目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简介

省级文化部门意见

　 　 注: １ 填报单位为活动参与城市文化局ꎮ
２ 每个项目须单独填表ꎮ
３ 实施时间具体到年月ꎬ 实施地点具体到市、 县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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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关于印发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的通知

环宣教 〔２０１６〕 ３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

厅 (局)、 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
团委、 妇联: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家 “十三五” 环境保护

工作部署ꎬ 环境保护部、 中宣部、 中央文明

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六部门

联合编制了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现印发给你们ꎮ 请各地区

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ꎬ 相互协调配合ꎬ 认真贯

彻落实ꎮ

附件: 全 国 环 境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纲 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附件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

作ꎬ 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意识ꎬ 牢固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ꎬ 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重

要思想ꎬ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ꎬ 依据党中

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环境

保护的新要求和 “十三五” 时期环境保护工作

的新部署ꎬ 特制定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

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ꎮ

一、 “十三五” 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面

临的形势
“十二五” 期间ꎬ 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坚持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全面贯彻落实 «全国环

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ꎬ 进一

步加强环境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ꎬ 广泛组织形

式多样的环境宣传活动ꎬ 积极开展学校环境教

育ꎬ 扎实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ꎬ 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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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会各界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和

环境保护意识ꎬ 与时俱进ꎬ 开拓进取ꎬ 为促进

我国环保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但也要看到ꎬ 环境宣传教育的现状与环保

事业的快速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是在应对

公共事务、 与公众有效沟通等方面能力不足ꎻ
二是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适应性不

足ꎻ 三是宣传教育手段创新突破不足ꎻ 四是生

态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不足ꎮ
党中央、 国务院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ꎬ “十三五” 环保工作

明确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ꎬ 环境宣传教育工

作面临新的挑战: 环境改善的复杂性、 艰巨

性、 长期性ꎬ 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紧迫

性、 必要性ꎬ 需要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ꎻ 新

媒体的快速发展、 网络舆论环境日益复杂ꎬ 环

境信息的传播形式和方法亟待调整ꎻ 人民群众

对生态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强ꎬ 生态文化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任重道远ꎮ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规定ꎬ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

和普及工作”ꎬ “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应当将环

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ꎬ “新闻媒体应

当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

传ꎬ 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ꎮ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 提出ꎬ “积极培育生态文化、 生态

道德ꎬ 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ꎬ 成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ꎮ «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 提出ꎬ “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

价值观教育ꎬ 培养公民环境意识ꎬ 推动全社会

形成绿色消费自觉”ꎮ 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面临

新形势、 新部署、 新要求ꎬ 必须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ꎬ 应势而动ꎬ 顺势而为ꎮ
二、 “十三五” 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

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

“十三五” 时期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ꎬ 要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

中全会精神ꎬ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

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树立和贯彻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以

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ꎬ 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

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部署要求ꎬ
促进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上台阶上水平ꎮ

(二) 基本原则

１ 围绕中心ꎬ 服务大局ꎮ 积极宣传党中

央、 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的大政方针ꎬ 宣传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面

临的形势和中心任务ꎬ 提高全社会的环境

意识ꎮ
２ 正面引导ꎬ 主动作为ꎮ 加强环境舆论引

导工作ꎬ 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话语权ꎮ 弘

扬主旋律ꎬ 传播正能量ꎬ 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

点环境问题积极疏导ꎬ 化解矛盾ꎮ
３ 统筹推进ꎬ 形成合力ꎮ 充分发挥社会各

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ꎬ 用好用足社会优质宣传

资源ꎬ 大力弘扬和宣传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ꎬ
形成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大格局ꎮ

４ 与时俱进ꎬ 改革创新ꎮ 研究新情况ꎬ 提

出新措施ꎬ 在落细、 落小、 落实上下功夫ꎬ 提

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ꎮ 适应互联网环

境下宣传教育方式的发展变化ꎬ 拓宽渠道ꎬ 增

加活力ꎮ
(三) 主要目标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全民环境意识显著提高ꎬ 生

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顺利推行ꎮ 构建

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ꎬ 推动形成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共治局面ꎮ
积极引导公众知行合一ꎬ 自觉履行环境保护

义务ꎬ 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ꎬ 使绿色

生活方式深入人心ꎮ 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相适应ꎬ 人人、 事事、 时时崇尚生态文明

的社会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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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五” 环境宣传教育的主要

任务
(一)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ꎬ 增强舆论引导

主动性

１ 完善环境新闻发布制度ꎮ 各级环保部

门都要设立新闻发言人ꎬ 建立健全例行新闻

发布制度ꎮ 每月至少召开 １ 次例行发布会ꎬ
组织好重点时段新闻发布会ꎮ 新闻发布应结

合公众关注的热点和现实问题ꎬ 围绕环保工

作重点ꎬ 提高时效性、 规范性、 大众性ꎬ 力

求及时准确、 通俗易懂ꎮ 环境政策解读与新

闻发布同步进行ꎬ 积极向公众阐释政策ꎬ 扩

大共识ꎮ
２ 确立正确、 积极的环境舆论导向ꎮ 新闻

媒体要加大环境新闻报道力度ꎮ 主要报纸、 通

讯社、 广播电台、 电视台及新闻网站应积极开

设环保专栏ꎬ 加强环境形势的宣传和政策解

读ꎬ 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和法律法规ꎬ 报

道先进典型ꎬ 曝光违法案例ꎮ 各级环保部门要

及时与主要新闻媒体记者沟通交流ꎬ 提供新闻

素材和典型案例ꎮ 办好环境专业媒体ꎬ 在新闻

报道中体现深度、 广度和高度ꎬ 提高社会影响

力ꎮ 开展新闻业务培训ꎬ 每年组织环境新闻发

言人和记者培训ꎬ 引导媒体及时、 准确、 客观

报道环境问题ꎮ
３ 积极引导新媒体参与环境报道ꎮ 推动环

境专业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ꎬ 环保部门主管

的报纸、 期刊等应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

号ꎬ 运用新媒体扩大环境信息传播范围ꎬ 及时

准确传递环境资讯ꎮ 各级环保部门应开通微

博、 微信等新媒体互动交流平台ꎬ 加强与关注

环保事业的新媒体和网络代表人士的沟通ꎬ 建

立经常性联系渠道ꎮ 加强线上互动、 线下沟

通ꎬ 正确引导公众舆论ꎬ 提升环保新媒体专业

水平和社会公信力ꎮ
(二)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ꎬ 努力满足公众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文化需求

１ 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ꎮ 组织开展马克

思主义环境伦理学、 社会学、 政治学研究ꎬ 深

入研究和阐释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的内涵和外

延ꎬ 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资源ꎬ 总

结中国环境保护实践历程ꎬ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的生态文化理论体系ꎮ
２ 扶持生态文化作品创作ꎮ 加强对生态文

化作品创作的支持力度ꎬ 鼓励文化艺术界人士

深入了解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实践活

动ꎬ 积极参与生态文化作品创作ꎬ 推出一批反

映环境保护、 倡导生态文明的优秀作品ꎬ 繁荣

生态文化ꎬ 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文化的精神

需求ꎮ
３ 加强生态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ꎮ 充分

发挥各类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等在传播生

态文化方面的作用ꎮ 加强自然保护区、 风景管

理区等的生态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ꎬ 积极推进

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ꎬ 使其成为

培育、 传播生态文化的重要平台ꎮ
(三) 加强面向社会的环保宣传工作ꎬ 形

成推动绿色发展的良好风尚

１ 做好不同人群的培训工作ꎮ 抓好党政领

导干部的培训ꎬ 宣传好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
“终身追责” 等重要内容ꎬ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和正确的政绩观ꎬ 提高 “关键少数” 保护环境

的责任意识ꎻ 抓好企业负责人的培训ꎬ 做好环

境法制宣传ꎬ 每年开展百人以上 “企业环境责

任” 培训ꎬ 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ꎬ 提高排污

企业的守法意识ꎻ 抓好公众的培训ꎬ 加大科普

力度ꎬ 围绕公众关心的环保热点话题ꎬ 通过线

上线下传播途径ꎬ 每年组织全民大讨论ꎬ 面向

妇女、 青少年组织开展科普宣讲培训ꎻ 围绕公

众关心的热点环境问题ꎬ 面向环保社会组织每

年举办专题研讨班ꎮ
２ 提高环保宣传品的艺术感染力ꎮ 围绕环

保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ꎬ 结合重点环境纪念日

主题ꎬ 紧扣人民群众广为关注的雾霾、 核电、
化工、 垃圾、 辐射、 水污染、 土壤污染等热

点、 焦点问题ꎬ 每年组织编写群众喜闻乐见的

宣传材料ꎬ 策划制作宣传挂图、 宣传短片、 公

益广告、 动漫和微电影ꎬ 不断提升各类环保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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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品的质量ꎬ 增强艺术性ꎬ 扩大覆盖面ꎬ 提高

影响力ꎮ
３ 打造环保公益活动品牌ꎮ 充分发挥环境

日、 世界地球日、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重大环

保纪念日独特的平台作用ꎬ 精心策划ꎬ 组织全

国联动的大型宣传活动ꎬ 形成宣传冲击力ꎮ 深

入推进环保进企业、 进社区、 进乡村、 进学

校、 进家庭活动ꎬ 每年组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

力的宣传活动ꎬ 培育绿色生活方式ꎮ 进一步贴

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ꎬ 努力打造一批

环保公益活动品牌ꎮ 把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中华环境奖”、 “中国生态文明奖” 评选表彰

做大做强ꎮ
(四) 推进学校环境教育ꎬ 培育青少年生

态意识

１ 培育中小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ꎮ 总

结各地各部门环境教育立法实践ꎬ 支持推动地

方性环境教育法规的立法工作ꎮ 适时修订 «中
小学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 和 «中小学环境

教育实施指南 (试行) »ꎮ 中小学相关课程中

加强环境教育内容要求ꎬ 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知识进课堂、 进教材ꎮ 加强环境教育师资

培训ꎬ 编写环境教育丛书ꎮ 积极发挥全国中小

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作用ꎬ 组织开展环

境教育课外实践活动ꎮ
２ 提高高校环境课程教学水平ꎮ 加强高等

院校环境类学科专业建设ꎬ 根据学校特点有针

对性地培养研究型、 应用型人才ꎮ 加强环境类

专业实践环节和教材开发力度ꎮ 鼓励高校开设

环境保护选修课ꎬ 建设或选用环境保护在线开

放课程ꎮ 积极支持大学生开展环保社会实践

活动ꎮ
３ 培养环保职业专业人才ꎮ 发挥环保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作用ꎬ 加强对环保职业

教育人才需求预测、 专业设置、 教材建设、 师

资队伍、 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指导ꎬ 培养更多更

好的环境保护专业人才ꎮ 推行全国统一的国家

环保职业资格证书制度ꎬ 健全环保技术技能人

才评价体系ꎬ 完善环保职业岗位规范ꎬ 全面提

高环保职业从业者专业水平ꎮ
(五) 积极促进公众参与ꎬ 壮大环保社会

力量

１ 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ꎮ 规范环境信

息公开ꎮ 提升环境信息和数据通俗性和便民

度ꎬ 帮助公众及时获取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状

况、 重要政策措施、 企事业单位的环境信息、
企业环境风险及相关应急预案信息、 突发环境

事件信息等ꎮ 加强环境信息库建设ꎮ 推进企业

发布环境社会责任报告ꎮ
２ 拓宽公众参与渠道ꎮ 完善公众参与的

制度程序ꎬ 引导公众依法、 有序地参与环境

立法、 环境决策、 环境执法、 环境守法和环

境宣传教育等环境保护公共事务ꎬ 搭建公众

参与环境决策的平台ꎮ 建立环境决策民意调

查制度ꎮ 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ꎮ 制定和实施

重大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计划ꎬ 在建设项

目立项、 实施、 后评价等环节ꎬ 有序提高公

众参与程度ꎮ
３ 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作用ꎮ

加强环保社会组织、 环保志愿者的能力培训和

交流平台建设ꎮ 支持环保志愿者参与环保公益

活动ꎬ 引导培育环保社会组织专业化成长ꎬ 鼓

励符合条件的环保社会组织依法对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开展公益

诉讼ꎮ 鼓励开展向环保社会组织购买服务ꎮ
四、 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 « 全 国 环 境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纲 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实施工作领导小组ꎬ 对全国

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进行指导ꎮ 各级环保部门要

统筹谋划ꎬ 定期研究分析环境宣传教育工作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ꎬ 加强工作指导和检查ꎮ 宣传、 教

育、 文明办等部门ꎬ 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社会

团体要发挥各自优势ꎬ 共同形成环境宣传教育工

作大格局ꎬ 充分发挥宣传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引导、 支撑和保障作用ꎮ
(二) 加强能力建设

成立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专家委员会ꎬ 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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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宣传教育工作提供智力支持ꎮ 定期开展培训

和交流ꎬ 提高宣传教育干部的业务水平和工作

能力ꎮ 加强国际合作ꎬ 拓宽视野ꎬ 借鉴国际社

会的有益经验和做法ꎮ 研究环境宣传教育工作

的规律和特点ꎬ 总结实践经验ꎬ 推进规范化建

设ꎮ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ꎬ 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

提供经费保障ꎮ

(三) 加强考核激励

依法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ꎬ 不断完善环

境宣传教育工作评价考核机制ꎬ 督促各级人民

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行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法律

责任ꎮ 适时通报各地区、 各部门开展环境宣传

教育情况ꎮ 对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人员予以表彰ꎮ

中国科协　 教育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关于开展 “走近创客　 体验创新———２０１６ 年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的通知

科协发青字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科协、 教育厅 (教委)、
发展改革委、 文明办、 团委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科协、 教育局、 发展改革委、 文明办、 团委: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等战略任务ꎬ 贯彻落实 «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创新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ꎬ 激发青少年的科学

兴趣和创新热情ꎬ 引导青少年走近创客、 体验

创新ꎬ 提高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科学文化素

质ꎬ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科协、 教育部、 发展改革

委、 中央文明办和共青团中央决定继续联合组

织开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ꎮ 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主题
“走近创客　 体验创新”
二、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科协、 教育部、 发展改革

委、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承办单位: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三、 活动内容
围绕活动主题ꎬ 组织中小学生以家庭、 学

校 (班级或小组) 为单位ꎬ 开展学习活动、 体

验活动、 调查活动、 拓展活动和征集活动ꎮ
(一) 学习活动ꎮ 组织青少年学习了解创

客、 创新等相关知识和实例ꎬ 认识创新的基本

含义ꎮ
(二) 体验活动ꎮ 通过小组讨论、 实地参

观等实践活动ꎬ 帮助青少年体验创客生活ꎬ 更

好地学习和理解创新的重要意义ꎮ
(三) 调查活动ꎮ 聚焦生活和身边创新的

人、 创新的事ꎬ 组织青少年开展科学调查活

动ꎬ 体验和掌握科学的调查方法ꎮ
(四) 拓展活动ꎮ 为青少年设计更多更有

趣的活动ꎬ 引导他们在学习活动的基础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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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活动ꎬ 进一步增强其科学探究能力ꎮ
(五) 征集活动ꎮ 组织青少年和辅导老师

参加优秀作品征集活动ꎬ 为他们提供成果展示

和交流的平台ꎮ
四、 要求
(一) 提高认识ꎬ 严密组织ꎮ ２０１６ 年是

“十三五” 开局之年ꎬ 各地科协、 教育、 发展

改革委、 文明办和共青团组织要贯彻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ꎬ 用新

理念引领新实践ꎬ 把组织开展好青少年科学调

查体验活动作为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有力抓

手ꎬ 加强领导ꎬ 做好动员和组织工作ꎬ 确保活

动有效顺利开展ꎮ
(二) 发挥优势ꎬ 提供保障ꎮ 各地科协要

将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作为实施未成年人

科学素质行动的一项重要任务ꎬ 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ꎬ 推动信息化与青少年科

普活动深度融合ꎬ 拓展参与方式ꎮ 要积极协调

当地的科技馆、 青少年宫、 科技博物馆、 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等各类科技场馆及科普教育基地

资源ꎬ 为开展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持ꎮ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中小学品德课、

科学课、 其他相关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ꎬ 积极

动员和鼓励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和暑假期间组织

学生开展活动ꎬ 为学校、 学生参与活动提供便

利和支持ꎮ 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科技教

育和科普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ꎬ 促进学校科技

教育和校外科普活动的有效衔接ꎮ
各地发展改革委、 文明办和共青团要把青

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密切结合起来ꎬ 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加强青少年社会责

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ꎬ 充分发挥

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益智养德的功能ꎬ 协助做好

活动宣传推广工作ꎮ
(三) 拓宽范围ꎬ 积极动员ꎮ 要统筹发展

城乡青少年科普活动ꎬ 把活动向农村、 偏远、
欠发达和少数民族等地区进一步延伸ꎬ 继续加

大活动向农村学校转移的力度ꎬ 不断扩大活动

覆盖面ꎬ 拓展活动受益范围ꎮ 要通过丰富多彩

的形式ꎬ 动员鼓励青少年广泛参与ꎮ 要以活动

开展十周年为契机ꎬ 加大活动宣传力度ꎬ 增强

活动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ꎮ
(四) 注重实效ꎬ 确保安全ꎮ 青少年科学

调查体验活动是一项密切联系生活实际、 实践

性较强的科学普及活动ꎬ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

调、 密切配合、 精心组织ꎬ 确保活动落到实

处ꎮ 要本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ꎬ 做好安全

防范ꎬ 制定安全预案ꎬ 落实安全措施ꎬ 确保青

少年在参加活动时的人身财产安全和身体

健康ꎮ
五、 实施步骤
(一) 活动筹备阶段

１ １—４ 月ꎬ 组织专业队伍设计活动内容ꎬ
编印、 配发活动指导手册和活动指南ꎬ 制作、
配发活动资源包ꎮ

２ ３—４ 月ꎬ 对各地活动进行重点培育ꎬ 组

织活动推广示范学校创建工作ꎮ
３ ５ 月上旬ꎬ 组织全国骨干科技教师培训ꎮ
(二) 活动组织阶段

１ ５ 月上旬ꎬ 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ꎮ
各地可结合实际开展省级骨干科技教师培训以

及宣传发动ꎮ
２ ５—１０ 月ꎬ 各地以活动开展十周年为契

机ꎬ 结合活动主题ꎬ 组织青少年以班级、 小

组、 家庭为单位ꎬ 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的

科学调查体验活动ꎮ
３ 各地可围绕 ２０１６ 年主题开展活动ꎬ 也

可结合自身实际利用历年开发的活动资源开展

活动ꎮ
(三) 成果提交阶段

１ 各活动推广示范学校要充分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ꎬ 及时登录主题网站上传活动信息、 照

片、 新闻稿、 总结等材料ꎮ
２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ꎬ 活动参与者可通过网络、

邮寄、 微信公众号三种方式提交活动成果ꎮ
(四) 总结评比阶段

１１—１２ 月ꎬ 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对各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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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展情况进行评比ꎬ 评出优秀活动作品、 优

秀示范单位和优秀组织单位ꎬ 并给予相应

奖励ꎮ
六、 活动资源获取和成果提交方式
(一) 活动资源获取

１ 登录活动主题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ꎬ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ｄａｙ ｏｒｇ ｃｎ) 可浏览活动最新信息、 了解各

地活动近况、 下载活动指导手册、 活动指南

等ꎬ 也可下载历年活动相关资源ꎮ
２ 登 录 中 国 校 外 教 育 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ｗｊｙ. ｏｒｇ) 可下载活动相关资源ꎮ
３ 活动推广示范学校可免费获取一定数量

的印刷版活动指导手册、 活动指南和活动资

源包ꎮ

(二) 成果提交方式

１ 网络提交

请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登录活动主题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ｙ. ｏｒｇ ｃｎ)ꎬ 在线提

交活动调查表ꎮ
２ 邮寄提交

请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将活动调查表邮

寄到活动承办单位 (通信地址: 北京市 １０００４９
信箱 ００２ 分箱ꎻ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９ꎮ 请在信封

上标明 “２０１６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ꎮ
３ 微信公众号提交

通过主题网站、 活动指南中的二维码ꎬ 关

注活动微信公众号ꎬ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

提交活动调查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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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关于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

备忘录»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

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２０ 号) 和 «国务院安委会关

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 (安委 〔２０１４〕 ８ 号) 等有关要求ꎬ 加快

推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ꎬ 建立健全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ꎬ 促进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诚实守

信、 合法经营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安全监管总局、 中央文明办、 科技部、 财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

保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资委、 海关总

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银监

会、 证监会、 保监会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安全

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

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ꎮ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

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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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
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

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２０ 号) 和 «国务院安委会关

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 (安委 〔２０１４〕 ８ 号) 等有关要求ꎬ 加快

推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ꎬ 建立健全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ꎬ 促进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诚实守

信、 合法经营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安全监管总局、 中央文明办、 科技部、 财政

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

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资委、 海关总

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银监

会、 证监会、 保监会等部门就针对安全生产领

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

戒达成如下一致意见ꎮ
一、 联合惩戒的对象
联合惩戒的对象为在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失

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ꎬ 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

要负责人、 分管安全的负责人、 负有直接责任

的有关人员等ꎮ 上述联合惩戒对象ꎬ 由安全监

管总局定期汇总后提供ꎮ
二、 惩戒措施
(一) 加强安全监管监察ꎮ
各级负有安全监管监察职责的部门针对存

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制定

并落实以下措施:
１ 加大执法检查频次ꎻ

２ 作为重点监管监察对象ꎬ 建立常态化暗

查暗访机制ꎬ 不定期开展抽查ꎻ
３ 约谈其主要负责人ꎬ 对其主要负责人及

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培训ꎻ
４ 暂停对其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ꎬ 对已取

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ꎬ 撤销其证书ꎻ
５ 依法依规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主要责任人实施市场禁入ꎻ
６ 发现有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ꎬ

依法依规从重处罚ꎮ
(二) 依法暂停审批其新的重大项目申报ꎬ

核减、 停止拨付或收回政府补贴资金ꎮ
(三) 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ꎮ
(四) 依法限制取得政府性资金支持ꎮ
(五) 依法限制生产经营单位取得或者终

止其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六) 依法限制、 暂停企业债券、 公司债

券和股票发行ꎮ
(七) 暂停审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

单位科技项目ꎮ
(八) 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

示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行政处罚

信息ꎮ
(九) 对吊销或者撤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存在失信行为生产经营单位ꎬ 依法撤销注册登

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ꎬ 或者责令当事人依法办

理变更登记ꎮ
(十) 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相

关责任人ꎬ 在法定期限内不得担任相关生产经

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ꎬ 已经担任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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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责令办理变更登记ꎮ
(十一) 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变

更名称的ꎬ 将变更前后的名称在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ꎮ
(十二) 限制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发布广告ꎮ
(十三) 将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

信息通报金融机构ꎬ 作为其评级授信、 信贷融

资、 管理和退出的重要参考依据ꎮ
(十四) 在审批证券、 证券投资基金及期

货公司设立、 变更时ꎬ 依法将生产经营单位失

信行为作为重要参考ꎬ 从严掌握或者不予

批准ꎮ
(十五) 证券交易所在审核证券上市交易、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审核企业挂牌

时ꎬ 将生产经营单位的失信行为作为重要

参考ꎮ
(十六) 要求上市企业将本企业纳入黑名

单情况作为必须披露事项ꎮ
(十七) 根据安全生产风险水平ꎬ 上调存

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的保险费率ꎮ
(十八) 依法限制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

营单位参与政府采购活动ꎮ
(十九) 在土地使用、 采矿权取得等环节

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采取严格

限制或禁止等措施ꎮ
(二十) 将生产经营单位失信行为作为相

关责任人考核、 干部选任的重要参考ꎬ 作为评

先评优的限制条件ꎮ
(二十一) 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进出口货物实施严密监管ꎬ 在办理通关业务

时ꎬ 加强单证审核或布控查验ꎮ
(二十二) 限制成为海关认证企业ꎮ 存在

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申请适用海关认证企

业管理的ꎬ 海关不予通过认证ꎻ 已经成为认证

企业的ꎬ 按照规定下调企业信用等级ꎮ
(二十三) 将企业违法失信行为纳入检验

检疫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系统ꎬ 依据 «出入境

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对其进行信用评

级和监督ꎮ
(二十四) 依法限制取得生产许可ꎮ
(二十五) 要求认证机构暂停或者撤销存

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相关认证证书ꎮ
(二十六) 严格、 审慎审查存在失信行为

的生产经营单位新改扩建项目的环评申报

事项ꎮ
(二十七)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ꎬ 将生

产经营单位的失信状况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ꎮ
(二十八) 在向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颁发

荣誉证书、 嘉奖和表彰等荣誉性称号时ꎬ 应当

参考其安全生产信用状况ꎬ 对存在失信行为的

生产经营单位ꎬ 不予颁发政府荣誉ꎮ
(二十九) 在各部门主管领域内取消对存

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政策性资金

支持ꎮ
三、 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安全监管总局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向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各部门相关系

统即时提供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

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相关信息ꎬ 在安全监管

总局政府网站、 “信用中国” 网站和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ꎮ 各部门按照本备忘

录约定内容ꎬ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失

信行为严重程度ꎬ 依法依规对其实施联合惩

戒ꎮ 同时ꎬ 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ꎬ 各部

门定期将联合惩戒实施情况通报给国家发展改

革委和安全监管总局ꎮ
四、 其他事宜
各部门应积极落实本备忘录ꎬ 制修订相关

领域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ꎬ 指导和要求相关

领域内部各层级单位依法依规实施具体、 严

格、 有效的惩戒措施ꎮ 本备忘录签署后ꎬ 各领

域内相关法律法规修改或调整的ꎬ 以法律法规

为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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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加强安全监

管监察ꎮ

«安全生产法»
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ꎬ 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

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ꎮ
第七十五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信息库ꎬ 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ꎻ 对违法

行为情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ꎬ 应当向社会公告ꎬ 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
投资主管部门、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金融机构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０〕 ２３号)
１２ 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属地管理ꎮ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 负有安全生

产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要按职责分工ꎬ 对当地企业包括中央、
省属企业实行严格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管理ꎬ 组织对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进

行安全标准化分级考核评价ꎬ 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ꎬ 并向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 担保业等主管部门通报ꎬ 作为企业信用评级的重要参考依据ꎮ

３０ 加大对事故企业的处罚力度ꎮ 对于发生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或一年内发生 ２ 次以上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企业ꎬ
以及存在重大隐患整改不力的企业ꎬ 由省级及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会同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ꎬ 并向投资、 国土资源、 建设、 银行、 证券

等主管部门通报ꎬ 一年内严格限制新增的项目核准、 用地审批、 证券融资

等ꎬ 并作为银行贷款等的重要参考依据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２０ 号)

(七) 加强重点监管执法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要根据辖区、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实际情况ꎬ 分别筛选确定重点

监管的市、 县、 乡镇 (街道)、 行政村 (社区) 和生产经营单位ꎬ 实行跟踪

监管、 直接指导ꎮ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组织各地区排查梳理高

危企业分布情况和近 ５ 年来事故发生情况ꎬ 确定重点监管对象ꎬ 纳入国家

重点监管调度范围并实行动态管理ꎮ 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合监管执法ꎬ 做到

密切配合、 协调联动ꎬ 依法严肃查处突出问题ꎬ 并通过暗访暗查、 约谈曝

光、 专家会诊、 警示教育等方式督促整改ꎮ
(九) 改进监督检查方式ꎮ 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建立完善 “四不两直”

(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和接待ꎬ 直奔基层、 直插现

场) 暗查暗访安全检查制度ꎬ 制定事故隐患分类和分级挂牌督办标准ꎬ 对

重大事故隐患加大执法检查频次ꎬ 强化预防控制措施ꎮ
(十)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诚信约束机制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企业安

全生产诚信建设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

信用记录并纳入国家和地方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ꎮ 要实行安全生

产 “黑名单” 制度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ꎬ 对列入 “黑
名单” 的企业ꎬ 在经营、 投融资、 政府采购、 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 进出口、 出入境、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ꎮ 各地

负有安全监管监

察职责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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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区要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建立企业安全生产违法信息库ꎬ ２０１８ 年年底前实现全

国联网ꎬ 并面向社会公开查询ꎮ 相关部门要加强联动ꎬ 依法对失信企业进

行惩戒约束ꎮ
(十五) 完善科学执法制度ꎮ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制定年度执

法计划ꎬ 明确重点监管对象、 检查内容和执法措施ꎬ 并根据安全生产实际

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ꎬ 确保执法效果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安
委 〔２０１４〕 ８ 号)

四、 建立企业安全生产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二) 严格惩戒安全生产失信企业ꎮ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ꎮ 企业发生重特大责任事故和

非法违法生产造成事故的ꎬ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及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要

实施重点监管监察ꎻ 对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一律取消评优评先资

格ꎬ 通过组织约谈、 强制培训等方式予以诫勉ꎬ 将其不良行为记录及时公

开曝光ꎮ 强化对安全失信企业或列入安全生产诚信 “黑名单” 企业实行联

动管制措施ꎬ 在审批相关企业发行股票、 债券、 再融资等事项时ꎬ 予以严

格审查ꎻ 在其参与土地出让、 采矿权出让的公开竞争中ꎬ 要依法予以限制

或禁入ꎻ 相关金融机构应当将其作为评级、 信贷准入、 管理和退出的重要

依据ꎬ 并根据 «绿色信贷指引» (银监发 〔２０１４〕 ３ 号) 的规定ꎬ 采取风险

缓释措施ꎻ 对已被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安全生产许可证已过期失效的企

业ꎬ 依法督促其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ꎬ 直至依法吊销营业执照ꎻ 相关

部门或保险机构可根据失信企业信用状况调整其保险费率ꎮ 其他有关部门

根据安全生产诚信等级制定失信监管措施ꎮ

(二) 依法暂停审

批其新的重大项

目 申 报ꎬ 核 减、
停止拨付或收回

政府补贴资金ꎮ

«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４３
号)

第十条　 申请国家高技术项目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 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公告或通知的要求ꎻ
(二)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 降耗、 环保、 安全等要求ꎬ 项目方案

合理可行ꎬ 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ꎻ
第三十九条　 项目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可以责令

其限期整改ꎬ 核减、 停止拨付或收回国家补贴资金ꎬ 并可视情节轻重提请

或移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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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提供虚假情况ꎬ 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ꎻ
(二) 转移、 侵占或者挪用国家补贴资金的ꎻ
(三) 擅自改变项目总体目标和主要建设内容的ꎻ
(四) 无违规行为ꎬ 但无正当理由未按要求完成项目总体目标延期两年

未验收的:
(五) 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ꎮ

(三) 依法限制参

与 建 设 工 程 招

投标ꎮ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７部门令第 ３０号)
第二十条　 资格审查应主要审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是否符合下列

条件:
(一)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ꎻ
(二) 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ꎬ 包括专业、 技术资格和能力ꎬ 资金、 设备

和其他物质设施状况ꎬ 管理能力ꎬ 经验、 信誉和相应的从业人员ꎻ
(三) 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ꎬ 投标资格被取消ꎬ 财产被接管、 冻结ꎬ 破产

状态ꎻ
(四) 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ꎻ
(五) 国家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

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招标投标领域信用建设ꎮ 扩大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范围ꎬ 建

立涵盖招标投标情况的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ꎬ 健全招标投标信用

信息公开和共享制度ꎮ 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ꎬ
推动完善奖惩联动机制ꎮ 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及其公共服务平台ꎬ 实现

招标投标和合同履行等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 实时交换和整合共享ꎮ 鼓励

市场主体运用基本信用信息和第三方信用评价结果ꎬ 并将其作为投标人资

格审查、 评标、 定标和合同签订的重要依据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有关单位

(四) 依法限制取

得 政 府 性 资 金

支持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８１４



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五) 依法限制生

产经营单位取得

或者终止其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

特许经营ꎮ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发改委、 财政部等 ６ 部委

令第 ２５ 号)
第五十三条　 特许经营者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ꎬ 严

重危害公共利益ꎬ 或者造成重大质量、 安全事故或者突发环境事件的ꎬ 有

关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拒不改正、 情节严重的ꎬ
可以终止特许经营协议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特许经营者及其从业

人员的不良行为建立信用记录ꎬ 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ꎮ
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依法予以曝光ꎬ 并会同有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六) 依法限制、
暂 停 企 业 债 券、
公司债券和股票

发行ꎮ

«证券法»
第十三条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ꎬ 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　 发行人不得有下列情形:
(二) 最近 ３６ 个月内违反工商、 税收、 土地、 环保、 海关以及其他法

律、 行政法规ꎬ 受到行政处罚ꎬ 且情节严重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损

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九条　 上市公司最近二十六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ꎬ 且不

存在下列重大违法行为:
(三) 违反国家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 最近二十六个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ꎬ 或公司存在

其他重大违法行为ꎮ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条　 公众公司应当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 本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ꎬ 做到股权明晰ꎬ 合法规范经营ꎬ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ꎬ 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

项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０８〕 ７ 号)
二、 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应符合下列条件:
(七)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的通

知» (发改办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５７ 号)
对于以下两类发债申请ꎬ 要从严审核ꎬ 有效防范市场风险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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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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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募集资金用于产能过剩、 高污染、 高耗能等国家产业政策限制领

域的发债申请ꎮ
(二) 企业信用等级较低ꎬ 负债率高ꎬ 债券余额较大或运作不规范、 资

产不实、 偿债措施较弱的发债申请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

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
对食品药品安全、 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 医疗卫生、 工程建设、 教育

科研、 电子商务、 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经济

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ꎬ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率先推进

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七) 暂停审批存

在失信行为的生

产经营单位科技

项目ꎮ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八条　 申请项目的申请者 (包括单位或个人) 应当符合以下基本

条件:
(六) 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科技部

(八) 在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上公示存在失

信行为的生产经

营单位行政处罚

信息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 (以下简称其他政府

部门) 应当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下列企业信息:
(一) 行政许可准予、 变更、 延续信息ꎻ
(二) 行政处罚信息ꎻ
(三) 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ꎮ
其他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ꎬ 也可以通过其他系统

公示前款规定的企业信息ꎮ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应当按照国

家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ꎬ 实现企业信息的互联共享ꎮ

工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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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九) 对吊销或者

撤销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存在失信

行为生产经营单

位ꎬ 依 法 撤 销 注

册登记或者吊销

营业 执 照ꎬ 或 者

责令当事人依法

办理变更登记ꎮ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第七条　 许可审批部门在营业执照有效期内依法吊销、 撤销许可证或

者其他批准文件ꎬ 或者许可证、 其他批准文件有效期届满的ꎬ 应当在吊销、
撤销许可证、 其他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 其他批准文件有效期届满后 ５ 个

工作日内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撤销注册登记或者

吊销营业执照ꎬ 或者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变更登记ꎮ

工商总局

(十) 存在失信行

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的相关责任人ꎬ
在法定期限内不

得担任相关生产

经营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ꎬ
已经担任的依法

责 令 办 理 变 更

登记ꎮ

«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ꎬ 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ꎬ 给予撤职处分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ꎮ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ꎬ

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ꎬ 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ꎻ 对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ꎬ 终身不得担任

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四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ꎬ 由有关部门依法暂

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ꎻ 对事故发生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有关人员ꎬ 依法

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执业资格、 岗位证书ꎻ 事故发生单位主

要负责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ꎬ 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

起ꎬ ５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２９ 加大对事故企业负责人的责任追究力度ꎮ 企业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ꎬ 追究事故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ꎻ 触犯法律的ꎬ 依法追究事故企业

主要负责人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ꎮ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ꎬ 除追究企

业主要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责任外ꎬ 还要追究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ꎻ
触犯法律的ꎬ 依法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 企业实际控制人和上级企业负责

人的法律责任ꎮ 对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企业ꎬ
其主要负责人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企业的矿长 (厂长、 经理)ꎮ 对非法违法

生产造成人员伤亡的ꎬ 以及瞒报事故、 事故后逃逸等情节特别恶劣的ꎬ 要

依法从重处罚ꎮ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第十条　 煤矿有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所列情形之一ꎬ 仍然进行生产的ꎬ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或者煤矿安全

监察机构责令停产整顿ꎬ 提出整顿的内容、 时间等具体要求ꎬ 处 ５０ 万元以

上 ２０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ꎻ 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处 ３ 万元以上 １５ 万元以下的

罚款ꎮ

工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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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对 ３ 个月内 ２ 次或者 ２ 次以上发现有重大安全生产隐患ꎬ 仍然进行生产

的煤矿ꎬ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 煤矿

安全监察机构应当提请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闭该煤矿ꎬ 并由颁发证照的部

门立即吊销矿长资格证和矿长安全资格证ꎬ 该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和矿长 ５
年内不得再担任任何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矿长ꎮ

(十一) 存在失信

行为的生产经营

单位变更名称的ꎬ
将变更前后的名

称在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上公示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二条　 政府部门发现其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ꎬ 应当及时更正ꎮ 公

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政府部门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ꎬ 有权要

求该政府部门予以更正ꎮ
企业发现其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ꎬ 应当及时更正ꎻ 但是ꎬ 企业年度报

告公示信息的更正应当在每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完成ꎮ 更正前后的信息应当同

时公示ꎮ

工商总局

(十二) 限制存在

失信行为的生产

经 营 单 位 发 布

广告ꎮ

«广告法»
第五条　 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从事广告活动ꎬ 应当遵守

法律、 法规ꎬ 诚实信用ꎬ 公平竞争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工商总局

(十三) 将存在失

信行为的生产经

营单位信息通报

金融 机 构ꎬ 作 为

其评 级 授 信、 信

贷融 资、 管 理 和

退出的重要参考

依据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

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金融领域信用建设ꎮ 创新金融信用产品ꎬ 改善金融服务ꎬ 维护金融消

费者个人信息安全ꎬ 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ꎮ 加大对金融欺诈、 恶意逃

废银行债务、 内幕交易、 制售假保单、 骗保骗赔、 披露虚假信息、 非法集

资、 逃套骗汇等金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ꎬ 规范金融市场秩序ꎮ 加强金融

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ꎬ 进一步扩大信用记录的覆盖面ꎬ 强化金融业对守

信者的激励作用和对失信者的约束作用ꎮ

人民银行银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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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十四) 在审批证

券、 证 券 投 资 基

金及期货公司设

立、 变 更 时ꎬ 依

法将生产经营单

位失信行为作为

重要 参 考ꎬ 从 严

掌 握 或 者 不 予

批准ꎮ

«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　 设立证券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

规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十三条　 设立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ꎬ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三) 主要股东应当具有经营金融业务或者管理金融机构的良好业绩、

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社会信誉ꎬ 资产规模达到国务院规定的标准ꎬ 最近三年

没有违法记录ꎮ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期货公司ꎬ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规定ꎬ 并具备下列条件:
(四) 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 ３

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

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证监会

(十五) 证券交易

所在审核证券上

市交 易、 全 国 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在审核企业

挂牌 时ꎬ 将 生 产

经营单位的失信

行 为 作 为 重 要

参考ꎮ

«证券法»
第五十条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四) 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ꎬ 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ꎮ
第六十条　 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后ꎬ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由证券交

易所决定暂停其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一) 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ꎮ

«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
申请挂牌的公司应当业务明确、 产权清晰、 依法规范经营、 公司治理

健全ꎬ 可以尚未盈利ꎬ 但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ꎬ 所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
准确、 完整ꎮ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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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十六) 要求上市

企业将本企业纳

入黑名单情况作

为必须披露事项ꎮ

«证券法»
第六十七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ꎬ 投资者尚未得知时ꎬ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ꎬ 并予公告ꎬ 说明事

件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ꎮ
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一)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ꎻ
(二)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ꎻ
(三) 公司订立重要合同ꎬ 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 权益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要影响ꎻ
(四)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ꎻ
(五)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ꎻ
(六) 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ꎻ
(七) 公司的董事、 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ꎻ
(八)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ꎬ 其持有股份

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ꎻ
(九) 公司减资、 合并、 分立、 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ꎻ
(十)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ꎬ 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

告无效ꎻ
(十一) 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ꎬ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ꎻ
(十二)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ꎮ

证监会

(十七) 根据安全

生 产 风 险 水 平ꎬ
上调存在失信行

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的保险费率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八条　 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 收支平衡的原则ꎬ 确定费率ꎮ
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费率ꎬ 并根据工伤

保险费使用、 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在每个行业内确定若干费率档次ꎮ 行业差

别费率及行业内费率档次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制定ꎬ 报国务院批准

后公布施行ꎮ
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 工伤发生率等情况ꎬ

适用所属行业内相应的费率档次确定单位缴费费率ꎮ
第十二条　 工伤保险基金存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ꎬ 用于本条例规

定的工伤保险待遇ꎬ 劳动能力鉴定ꎬ 工伤预防的宣传、 培训等费用ꎬ 以及

法律、 法规规定的用于工伤保险的其他费用的支付ꎮ
工伤预防费用的提取比例、 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ꎬ 由国务院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 卫生行政、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规定ꎮ

«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
第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 «保险法» 和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ꎬ 公平、

合理拟订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ꎬ 不得损害投保人、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

法权益ꎮ 保险公司对其拟订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承担相应责任ꎮ
第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将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报送中

国保监会审批或者备案ꎮ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 　 财政部　
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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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
第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

制订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ꎬ 并对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保险公司应当依据本办法的规定ꎬ 由其总公司向中国保监会申报保险

条款和保险费率审批或者备案ꎮ
第五条　 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 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的

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ꎬ 保险公司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报中国保监会审批ꎮ
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ꎬ 保险公司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报

中国保监会备案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进一步扩大信用报告在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及政府部门行政执法

等多种领域中的应用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九) 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ꎮ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抓紧推动制修订有

关条例ꎬ 完善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ꎬ 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

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ꎬ 建立消费品生产经营企业产品安全事故强

制报告制度ꎬ 修订缺陷产品强制召回制度ꎬ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ꎬ
提请国务院审议ꎮ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环境保护

部、 林业局、 法制办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试行扩大食品药品、 生态环境、
安全生产等领域的责任保险ꎬ 形成风险分担的社会救济机制和专业组织评

估、 监控风险的市场监督机制ꎮ (保监会牵头负责)

(十八) 依法限制

存在失信行为的

生产经营单位参

与政府采购活动ꎮ

«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ꎻ
(二)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ꎻ
(三)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ꎻ
(四)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ꎻ
(五)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ꎬ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ꎻ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ꎮ 加强政府采购信用管理ꎬ 强化联动惩戒ꎬ 保

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制定供应商、 评审专家、 政府采购代理机

构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标准ꎮ 依法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不良行为

记录名单ꎬ 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ꎬ 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ꎮ 完善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ꎬ 充分利用工商、 税务、
金融、 检察等其他部门提供的信用信息ꎬ 加强对政府采购当事人和相关人

员的信用管理ꎮ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ꎬ 提高政府采

购活动透明度ꎬ 实现信用信息的统一发布和共享ꎮ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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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十九) 在土地使

用、 采 矿 权 取 得

等环节对存在失

信行为的生产经

营单位依法采取

严格限制或禁止

等措施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第十五条　 设立矿山企业ꎬ 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ꎬ 并依照法律

和国家有关规定ꎬ 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区范围、 矿山设计或者开采方案、 生产

技术条件、 安全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审查ꎻ 审查合格的ꎬ 方予批准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

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国土资源部

(二十) 将生产经

营单位失信行为

作为相关责任人

考核、 干 部 选 任

的重 要 参 考ꎬ 作

为评先评优的限

制条件ꎮ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第三十八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负责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ꎬ

导致重大决策失误、 重大安全与质量责任事故、 重大环境污染责任事故、
重大违纪和法律纠纷案件ꎬ 给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者造成国有资产流

失的ꎬ 国资委根据具体情节给予降级或者扣分处理ꎬ 并相应扣发其绩效薪

金、 任期激励或者中长期激励ꎻ 情节严重的ꎬ 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对企业负

责人进行调整ꎻ 涉嫌犯罪的ꎬ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ꎮ
(二) 考核扣分ꎮ
１ 企业发生重大资产损失、 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环境污染责任事

故等ꎬ 国资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降级、 扣分处理ꎮ

«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三十二条　 对资产损失责任人的处罚包括经济处罚、 行政处分和禁

入限制:
(一) 经济处罚是指扣发绩效薪金 (奖金)ꎬ 终止授予新的股权ꎮ
(二) 行政处分是指警告、 记过、 降级 (职)、 责令辞职、 撤职、 解聘、

开除等ꎮ
(三) 禁入限制是指在 １ 至 ５ 年内或者终身不得被企业聘用或者担任企

业负责人ꎮ

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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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第三十四条　 企业发生特别重大资产损失ꎬ 以及连续发生重大资产损失

的ꎬ 除对相关责任人处以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外ꎬ 应当同时给予禁入限制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２９ 加大对事故企业负责人的责任追究力度ꎮ 企业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ꎬ 追究事故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ꎻ 触犯法律的ꎬ 依法追究事故企业主要负

责人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ꎮ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ꎬ 除追究企业主要负责

人和实际控制人责任外ꎬ 还要追究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ꎻ 触犯法律的ꎬ
依法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 企业实际控制人和上级企业负责人的法律责任ꎮ 对

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企业ꎬ 其主要负责人终身不

得担任本行业企业的矿长 (厂长、 经理)ꎮ 对非法违法生产造成人员伤亡的ꎬ 以

及瞒报事故、 事故后逃逸等情节特别恶劣的ꎬ 要依法从重处罚ꎮ

(二十一) 对存在

失信行为的生产

经营单位进出口

货物实施严密监

管ꎬ 在 办 理 通 关

业务 时ꎬ 加 强 单

证 审 核 或 布 控

查验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

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海关总署

(二十二) 限制成

为海关认证企业ꎮ
存在失信行为的

生产经营单位申

请适用海关认证

企业 管 理 的ꎬ 海

关不予通过认证ꎻ
已经成为认证企

业的ꎬ 按 照 规 定

下 调 企 业 信 用

等级ꎮ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九) 未有不良外部信用:
２０ 外部信用: 企业或者其企业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负责关务的高

级管理人员、 财务负责人连续 １ 年在工商、 商务、 税务、 银行、 外汇、 检

验检疫、 公安、 检察院、 法院等部门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失信企业或

者人员名单、 黑名单企业、 人员ꎮ

海关总署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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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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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十三) 将企业

违法失信行为纳

入检验检疫进出

口企业信用管理

系统ꎬ 依 据 « 出

入境检验检疫企

业信用管理办法»
对其进行信用评

级和监督ꎮ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第三条　 企业信用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守法信息、 企业质量

管理能力信息、 产品质量信息、 检验检疫监管信息、 社会对企业信用评价

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息ꎮ
(六) 社会对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包括政府管理部门情况通报、 媒体报道

及社会公众举报投诉等情况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质检总局

(二十四) 依法限

制取得生产许可ꎮ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ꎻ
(六) 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

产安全的要求ꎻ
法律、 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ꎬ 还应当符合其规定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

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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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十五) 要求认

证机构暂停或者

撤销存在失信行

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 的 相 关 认 证

证书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 (国家认监委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号公告)
７ ２ 暂停证书

７ ２ １ 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认证机构应在调查核实后的 ５ 个工

作日内暂停其认证证书ꎮ
(１) 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或严重不满足认证要求ꎬ 包括对质量管理体系

运行有效性要求的ꎮ
(２) 不承担、 履行认证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的ꎮ
(３) 被有关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的ꎮ
(４) 被地方认证监管部门发现体系运行存在问题ꎬ 需要暂停证书的ꎮ
(５) 持有的行政许可证明、 资质证书、 强制性认证证书等过期失效ꎬ

重新提交的申请已被受理但尚未换证的ꎮ
(６) 主动请求暂停的ꎮ
(７) 其他应当暂停认证证书的ꎮ
７ ３ 撤销证书

７ ３ １ 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认证机构应在获得相关信息并调查

核实后 ５ 个工作日内撤销其认证证书ꎮ
(１) 被注销或撤销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ꎮ
(２) 拒绝配合认证监管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查ꎬ 或者对有关事项的询问

和调查提供了虚假材料或信息的ꎮ
(３) 出现重大的产品或服务等质量安全事故ꎬ 经执法监管部门确认是

获证组织违规造成的ꎮ
(４) 有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ꎮ
(５) 暂停认证证书的期限已满但导致暂停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或纠正的

(包括持有的行政许可证明、 资质证书、 强制性认证证书等已经过期失效但

申请未获批准)ꎮ

质检总局 (国家

认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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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６) 没有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或者已不具备运行条件的ꎮ
(７) 不按相关规定正确引用和宣传获得的认证信息ꎬ 造成严重影响或

后果ꎬ 或者认证机构已要求其纠正但超过 ６ 个月仍未纠正的ꎮ
(８) 其他应当撤销认证证书的ꎮ

(二十六) 严格、
审慎审查存在失

信行为的生产经

营单位新改扩建

项目的环评申报

事项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ꎮ 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ꎮ

按规定对诚信企业和模范个人给予表彰ꎬ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营造守

信光荣的舆论氛围ꎮ 发展改革、 财政、 金融、 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商务、 工商、 税务、 质检、 安全监管、 海关、 知识产权等部门ꎬ
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过程中ꎬ 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ꎬ 对诚

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理、 简化程序等 “绿色通道” 支持激励政策ꎮ 加强对

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处罚措

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环境保护部

(二十七) 在实施

税收优惠政策时ꎬ
将生产经营单位

的失信状况作为

审慎性参考依据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税务领域信用建设ꎮ 建立跨部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ꎮ 开展纳税人基础

信息、 各类交易信息、 财产保有和转让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涉税信息的交

换、 比对和应用工作ꎮ 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和发布制度ꎬ 加强税

务领域信用分类管理ꎬ 发挥信用评定差异对纳税人的奖惩作用ꎮ 建立税收

违法黑名单制度ꎮ 推进纳税信用与其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ꎬ 提升纳税人税

法遵从度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税务总局

(二十八) 在向生

产经营单位和个

人颁发荣誉证书、
嘉奖和表彰等荣

誉性 称 号 时ꎬ 应

当参考其安全生

产信 用 状 况ꎬ 对

存在失信行为的

生 产 经 营 单 位ꎬ
不 予 颁 发 政 府

荣誉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

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中央文明办牵头

各部门共同采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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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十九) 在各部

门主管领域内取

消对存在失信行

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的政策性资金

支持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

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

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

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

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

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

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

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

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

分工分别负责)

各部门共同采取

措施

全国妇联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庆祝 ２０１６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合通知
妇字 〔２０１６〕 ２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妇联、 文明办、 团委、
教育 厅 ( 教 委 )、 民 政 厅 ( 局 )、 文 化 厅

(局)、 卫生计生委 (卫生厅局)、 新闻出版广

电局:
２０１６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ꎬ 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落实中

央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部署和要

求ꎬ 六一期间要紧紧围绕深化中国梦学习教

育、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切实组织

开展好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庆祝

活动ꎬ 让广大儿童度过一个健康幸福快乐而有

意义的节日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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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活动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抓住六一国际儿童节

的有利契机ꎬ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讲

好中国梦的故事ꎬ 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六一国

际儿童节各项庆祝活动的全过程ꎬ 大力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ꎬ 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ꎬ 增强广大

儿童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 认同感、 尊严

感、 荣誉感ꎬ 让国家观念、 爱国意识在广大未

成年人心中牢牢扎根ꎮ 要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等重

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ꎬ 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用ꎬ 生动形象地展示党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

就ꎬ 教育引导广大儿童心向党、 感恩党、 听党

话、 跟党走ꎮ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

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将以 “我的中国

梦” 为主题ꎬ 开展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活

动、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ꎮ 共青团中央、 全

国少工委将开展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关注

十三五ꎬ 创造新生活”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文

化部将组织开展第七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ꎮ
二、 广泛开展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美

德和时代新风主题实践活动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涵养作用和时代新风的引领作用ꎬ
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ꎬ 以丰富的教育内

容、 创新的教育载体、 生动的教育方式ꎬ 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ꎬ 传扬时代优秀楷模ꎬ 提升

广大儿童的道德素养和文明素质ꎮ 要着力在

“孝” 字上下功夫、 做文章ꎬ 宣传孝老爱亲的

典型ꎬ 引导广大儿童传承好家风好家训ꎬ 让

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里生根ꎬ 在亲情中升华ꎮ
要充分展示身边好人、 最美人物、 时代楷模

等先进事迹ꎬ 弘扬他们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

神ꎬ 在广大儿童中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

德责任ꎮ 全国妇联将通过线上线下互动ꎬ 组

织出版机构、 阅读推广大使进城乡社区开展

“优秀儿童读物巡展、 亲子阅读指导讲座” 活

动ꎬ 将亲子阅读的理念、 方法、 内容传授给

广大家庭ꎬ 示范、 引导、 辅导亲子阅读ꎻ 组

织开展 “爱家创酷儿童未来学习嘉年华” “第
三届全国儿童剪纸作品展” 主题活动ꎮ 教育

部将指导各地开展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系列教育活动ꎮ

三、 积极营造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

社会文化环境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协调新闻媒体ꎬ 注

重发挥微博、 微信、 微视频等新媒体载体ꎬ
大力倡扬儿童优先、 尊重儿童、 保护儿童的

良好风尚ꎬ 宣传我国维护儿童权益、 促进儿

童发展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ꎬ 反映我国推

进儿童保护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ꎮ 要组织

适合儿童特点、 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 文化

产品展示等活动ꎬ 加强对优秀少儿文化产品

的宣传推广ꎮ 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儿童保

护专项宣传活动ꎬ 报道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先

进典型ꎬ 宣传儿童保护公益项目ꎬ 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ꎮ 要把网络作为重要工作阵地和传播

渠道ꎬ 积极倡导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ꎬ 加强上

网服务场所执法监管ꎬ 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ꎮ 全国妇联将与国家质

检总局、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

合开展 ２０１６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安全教育主题活

动ꎮ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

团中央、 全国妇联将联合开展优秀童谣征集推

广活动ꎮ 教育部将开展 “圆梦蒲公英” 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ꎮ 民政部将制作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宣传片ꎬ 通过互联网、 电视等多种传播渠

道ꎬ 在儿童节前后进行集中宣传和推广ꎬ 强化

政府主导、 全民关爱的责任意识和家庭自觉履

行监护责任的法律意识ꎮ 文化部将组织开展

“歌声伴着我成长” 第四批全国新创推荐少儿

歌曲推广传唱活动ꎮ 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开展

“关注生命最初 １０００ 天” 主题活动ꎮ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将开展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

秀出版物活动和 “我的书屋我的梦” 农家书屋

阅读实践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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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切实开展特殊困境儿童关爱帮扶

活动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特别关注农村留守儿

童、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及流浪儿童、 孤

残儿童、 贫困家庭儿童等特殊困境儿童群体ꎬ
及时给予关爱、 慰问和救助ꎬ 充分体现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儿童的关怀和爱护ꎮ 要认真

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的意见» 精神ꎬ 切实加强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ꎮ 各地教育部门要指导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做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ꎬ
组织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师积极做好农村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安全自护教育等关爱服

务ꎮ 各地民政部门要指导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

办事处) 和村 (居) 民委员会认真做好农村留

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ꎬ 及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

的家庭情况、 监护情况、 就学情况等基本信

息ꎻ 要指导和动员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

处) 和村 (居) 民委员会通过定期走访、 全面

排查和重点核查等方式ꎬ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

到妥善照料ꎮ 各地教育、 民政部门要指导督促

中小学校、 幼儿园和村 (居) 民委员会帮助农

村留守儿童通过电话、 视频等方式加强与父母

的情感联系和亲情交流ꎮ 全国妇联将组织开展

“让爱留守”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特别行动ꎬ
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亲情关爱保护和家庭教

育指导ꎬ 为他们阳光、 健康、 快乐成长营造良

好的环境ꎻ 慰问贫困地区特困儿童及其家庭ꎮ
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将开展 “流动少年

宫” 等活动ꎬ 丰富农村留守儿童精神文化生

活ꎮ 教育部将充分发挥学校保护载体和教育阵

地的重要作用ꎬ 加大教育部门和学校关爱保护

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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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粮食局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食安办 〔２０１６〕 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根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２〕 ２０ 号) 的有关要求ꎬ 暂定

于 ６ 月 １３ 日—２７ 日举行 ２０１６ 年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活动ꎮ 为切实做好宣传周筹备工作ꎬ 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主题
２０１６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为:

“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ꎮ
“德治” 和 “法治” 并举是保障食品安全

的治本之策ꎮ 一方面ꎬ 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和

市场自律机制的同时ꎬ 注重发挥政府监管纠正

市场失灵、 提升市场效率的作用ꎬ 推动食品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促进安全保障能力和生

产经营管理全面升级ꎬ 满足人民群众从数量需

求向安全、 优质、 健康需求的结构性转变ꎮ 另

一方面ꎬ 运用创新社会管理和统筹综合治理的

基本思路ꎬ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ꎬ 动员社会多元

主体积极有序参与ꎬ 形成严密高效、 社会共治

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ꎮ
二、 宣传重点
(一) 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

二中全会、 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 五中全会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ꎮ 围绕宣传周

主题ꎬ 突出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的理念ꎮ
(二) 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

“四个最严” 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ꎬ 推动各级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不断强化监管执法ꎬ 提高政

府信息公开水平ꎬ 加快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

制和制度ꎮ
(三) 引导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及从业人员

开展公德建设ꎬ 大力宣传遵法守信典型ꎬ 突出

企业主体责任与品牌声誉、 经济效益相联系的

价值传导机制ꎬ 弘扬尚德守法的行业风气ꎮ
(四) 引导广大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智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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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和实践创新ꎬ 增强社会监督意识ꎬ 提高科学

素养和维权能力ꎬ 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的浓

厚氛围ꎮ
三、 活动安排
(一) 中央层面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

１６ 部门、 单位组织开展ꎬ 共同制定 «中央层面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重点活动及分工方案»
(见附件)ꎮ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方案要求组

织开展活动ꎮ
(二) 地方层面ꎮ 各级食品安全办要联合

同级有关部门、 单位ꎬ 在 ６ 月 １３ 日同步举行宣

传周分会场活动ꎬ 并参照中央层面活动方案中

“部委主题日” 的形式ꎬ 结合本地区实际和特

色ꎬ 组织开展宣传周活动ꎮ
(三) 社会层面ꎮ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动

员和指导各类社会团体、 市场主体、 行业协

(学) 会ꎬ 广泛开展面向内部职工、 新闻媒体和

社会公众的诚信从业、 知识普及等教育实践活动ꎮ
四、 活动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ꎮ 建立各级食品安全

办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和单位各负其责、 全社

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ꎮ 要加强人员和经费保

障ꎬ 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并形成规模声势ꎮ
要同步部署消防、 交通、 防踩踏等安全防护措

施ꎬ 严格排查ꎬ 消除隐患ꎬ 落实应急预案ꎬ 严

防事故发生ꎮ
(二) 增强活动实效ꎮ 要使用统一的 “全

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标志ꎮ 要做好宣传报道和

新闻服务ꎬ 切实形成全媒体全覆盖格局ꎮ 要注

意紧扣传播规律和公众关切ꎬ 积极融合传统媒

体与新兴媒体优势ꎬ 不断丰富和完善宣传思路

手法ꎮ 要加强宣传周期间的相关舆情监测ꎬ 及

时研判ꎬ 稳妥发布ꎬ 确保舆论环境平稳有序ꎮ
(三) 严肃会风会纪ꎮ 要严格遵守中央关

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ꎬ
厉行勤俭节约、 轻车简从ꎬ 严禁铺张浪费、 大

讲排场和形式主义ꎮ
(四) 及时总结成效ꎮ 请各地区、 各有关

部门要注意总结宣传周活动的成效和经验ꎬ 总

结报告电子版于 ７ 月 ８ 日前报国务院食品安

全办ꎮ

附件: 中央层面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重点

活动及分工方案

附件

中央层面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重点活动及分工方案

一、 宣传周主场活动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ꎬ 在北京举行 “全国食品安

全宣传周” 主场活动ꎻ 国务院领导同志ꎬ 有关

部门、 单位负责同志ꎬ 新闻媒体、 行业企业、 学

术机构、 国际组织等各界代表参会ꎮ (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公安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计生委、 工

商总局、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网

信办、 中国保监会、 国家粮食局、 全国妇联、 中

国科协、 铁路总公司主办ꎬ 经济日报社、 中粮集

团承办ꎬ 中国经济网执行承办)
二、 第八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ꎬ 宣传周主场活动之后即举

行 “第八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 (主论坛)ꎬ 有

关部门、 单位负责同志及特邀嘉宾围绕宣传周

主题进行演讲ꎮ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ꎬ 举行多个主题

的分论坛活动ꎬ 有关部门、 单位司局负责同志

及特邀嘉宾参与交流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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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

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计生委、 工商总

局、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

办、 中国保监会、 国家粮食局、 全国妇联、 中

国科协、 铁路总公司主办ꎬ 经济日报社、 中粮

集团承办ꎬ 中国经济网执行承办)
三、 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
６ 月 ７ 日ꎬ 启动为期 １ 个月的 “食品安全网

络知识竞赛”ꎮ 通过宣传周专属微信公众号搭建

参赛平台ꎬ 实时统计分析网民答卷ꎬ 筛选错误率

较高的食品安全认知误区ꎬ 由权威专家进行解

读ꎬ 有针对性地引导广大公众科学认知食品安

全问题ꎮ 将知识要点制作成漫画、 信息图等可视

化科普作品ꎬ 并结集出版 «走出国人饮食误

区»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中国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办)
四、 第四届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创新

技术展览会
６ 月 ２０—２２ 日ꎬ 举办 “第四届中国国际食

品安全与创新技术展览会”ꎬ 主题为 “保障食

品安全创造美好生活”ꎮ 中外食品生产流通、
技术研发、 设备制造企业将通过现场演示、 互

动体验等方式ꎬ 集中展示食品安全控制、 检

测、 追溯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和应用设备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经济日报社主办ꎬ
中国经济网承办)

五、 全国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守护
行动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青少年食品安全宣传教

育实践活动ꎮ 组织食品安全科普工作者、 高校

科普志愿者和食品专业记者走进青少年群体ꎬ
培训 “食品安全小记者”、 开展校园食品安全

体验活动、 启动科普创意大赛、 发放青少年食

品安全系列丛书ꎬ 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和

科学知识素养ꎬ 提升 “动员一个学生ꎬ 带动一

个家庭ꎬ 影响整个社会” 的宣教效果ꎮ (国务

院食品安全办、 全国妇联指导ꎬ 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 中国儿童中

心、 中国经济网主办)

六、 食品安全超市行
围绕食品消费集中的大型商超、 餐饮连锁

企业开展 “诊脉行动” “领航计划” 等食品安

全从业培训ꎬ 督促企业完善自查自纠制度ꎬ 引

导全行业树立科学规范的安全观念ꎮ (国务院

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
七、 食品安全系列电视片
摄制食品安全系列科普片ꎬ 展示国产婴幼

儿配方乳粉等产品的先进生产工艺和安全保障

措施ꎬ 提振消费者信心ꎮ 宣传周期间ꎬ 将在中

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走近科学» 等栏目播出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中央电视台主办ꎬ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支持)

八、 数说 “食品安全”
运用最新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手段ꎬ 梳理食

品安全公共传播领域海量信息ꎬ 发布食品安全

大数据图景等研究成果ꎬ 展示广大公众关心的

食品安全问题、 集中的意见建议以及较具典型

性的食品安全谣言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清华大学、 今日头条主办)

九、 食品安全媒体训练营
６ 月 ２０—２３ 日ꎬ 举办 “中国食品安全 ３０

人论坛” ———媒体训练营ꎬ 依托权威专家团

队ꎬ 邀请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主创人员参与集

中培训ꎬ 交流观点认识ꎬ 探讨传播规律ꎬ 帮助

媒体从业者提高参与食品安全新闻监督的专业

素养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经济日报社

主办ꎬ 中国经济网承办)
十、 食品安全创意科普视频工作坊
６ 月 ２４—２６ 日ꎬ 组织有关部门、 单位科普

宣传工作者开展食品安全策划创作培训ꎬ 通过

案例分析、 实战演练ꎬ 指导学员掌握微视频、
公益广告、 科普电视片从创意策划到后期制作

的技能技巧ꎬ 提升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能

力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清华大学 “食
品药品安全可视化传播基地” 主办)

十一、 “新食局” 公开课
６ 月 １６—１７ 日ꎬ 举办 “新食局” 媒体传播

技能公开课ꎬ 邀请食品安全领域重点媒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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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科技专家和管理人员参加ꎬ 围绕近年来食

品安全热点话题和认知误区ꎬ 培训大数据挖掘

和新闻可视化技能ꎬ 提升食品安全新闻报道、
科普宣传的监督和传播效果ꎮ (国务院食品安

全办指导ꎬ 南方周末报社主办ꎬ 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支持)
十二、 部委主题日
(一) 质检总局 (６ 月 １４ 日)
１ 开展 “进口食品社区行” 活动ꎮ 进一步

宣传进口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常识ꎬ
引导消费者正确看待进口食品安全问题ꎮ

２ 开展 “食品安全口岸行” 活动ꎮ 强调口

岸食品生产经营方面的食品安全ꎬ 在全国口岸

开展宣传活动ꎮ
３ 印制食品安全相关产品宣传小册ꎬ 免费

发放给广大消费者ꎮ 详细解读 «食品安全法»
中明确的食品相关产品概念ꎬ 用通俗易懂的方

式ꎬ 向消费者全面解读食品相关产品ꎬ 了解食

品相关产品与保障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ꎮ
４ 举办 “出口食品企业内外销 ‘同线同标

同质’ ” 主题宣传活动ꎮ
(二)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６ 月 １５ 日)
１ 举办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立及

实施培训班ꎬ 贯彻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标准ꎬ 交流诚信管理体系文件及现场评价经

验ꎬ 总结规范评价工作ꎮ
２ 开展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专题宣

传ꎬ 交流地方及企业诚信建设工作中好的做法

及经验ꎻ ６ 家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现场展示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成果ꎮ
(三) 铁路总公司 (６ 月 １６ 日)
１ 举办铁路食品安全主题日活动ꎮ 在北京

西站举办宣传活动ꎬ 播放食品安全宣传片ꎬ 宣

传站车餐饮、 销售等食品经营情况和具有铁路

特色、 适合铁路市场需求的新产品ꎬ 推动铁路

餐饮系列经营开发工作ꎮ
２ 举办铁路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ꎮ 以 “丰

富旅行食品、 强化安全监管” 为主题ꎬ 由各铁

路局负责ꎬ 陆续组织宣传活动ꎬ 通过发放科普

资料、 现场咨询等方式ꎬ 宣传 “源头治理、 风

险控制、 过程监管” 的铁路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和工业化集中加工的铁路食品经营模式ꎬ 普及

健康和安全防控常识ꎮ
３ 开展旅行食品现场检测咨询活动ꎮ 铁路

疾病控制所、 卫生监督所等部门向旅客分别介

绍铁路食品监督抽检情况和安全保障措施ꎬ 并

为旅客随身携带的食物提供快速检测服务ꎮ
４ 开展餐饮系列经营开发产品宣传ꎮ 在部

分旅客列车上ꎬ 通过站车视频、 广播和发放宣

传品ꎬ 以及编排小节目、 有奖知识问答等形

式ꎬ 调动旅客互动参与ꎬ 传播铁路餐饮系列经

营开发产品的食品安全常识ꎮ
(四) 公安部 (６ 月 １７ 日)
１ 集中公布一批打假 “利剑” 行动中破获

的食品犯罪典型案例ꎬ 震慑违法犯罪ꎮ
２ 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ꎮ 下发通知对公安机关主题日活动作出全

面部署ꎬ 要求围绕主题、 立足职责、 突出重

点ꎬ 集中开展多角度、 多层次的宣传活动ꎬ 积

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ꎮ
(五) 商务部 (６ 月 １８ 日)
１ 开展追溯体系公益宣传ꎮ 组织媒体专

访、 在中央和地方媒体投放追溯体系公益宣传

片、 宣传海报等宣传品ꎬ 通过官方微博、 微

信、 手机新闻客户端账号开展宣传ꎬ 帮助群众

深入了解追溯体系的功能与作用ꎬ 积极支持和

参与追溯体系建设ꎬ 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和倒逼机制ꎮ
２ 开展 “Ｅ 追溯” 微信平台推广活动ꎮ 通

过日常推广和宣传周期间集中活动推广ꎬ 提高

群众对 “Ｅ 追溯” 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ꎬ 增强

微信平台与消费者的互动性ꎬ 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交流互动平台ꎮ
３ 开展 “批发环节看追溯” 宣传和体验活

动ꎮ 选择追溯体系运行良好的批发市场ꎬ 举办

“批发环节看追溯” 等集中宣传和体验活动ꎮ
(六) 工商总局 (６ 月 １９ 日)
１ 开展 “依法维护食品安全主题座谈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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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体验活动”ꎮ 组织有关部门领导、 行业组织、
食品专家、 媒体代表以及消费者代表ꎬ 针对消

费者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互动交流ꎻ 与消费者

代表共同走访相关食品企业ꎬ 体验安全消费ꎬ
促进食品企业依法履行保障食品安全第一责

任ꎬ 增强消费信心ꎬ 促进健康消费ꎮ
２ 集中宣传食品安全监管工作ꎮ 工商总局

所属报刊和门户网站及时跟踪宣传全国食品安

全监管成果ꎬ 进一步宣传解读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食品安全法» «商标法» «广告法» 等

法律ꎬ 宣传工商、 消协组织会同有关部门维护

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益的工作成果和重大举措ꎮ
３ 组织全系统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ꎮ 工商

总局下发文件ꎬ 对工商部门主题日活动作出全

面部署ꎬ 要求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消

协组织围绕主题、 立足职责、 突出重点ꎬ 集中

开展多角度、 多层次的宣传活动ꎬ 科学引导食

品消费ꎬ 积极营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ꎮ
(七) 农业部 (６ 月 ２０ 日)
１ 组织开展农业部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

活动ꎬ 制作各类科普动画及短片ꎬ 通过微信公

众号等新媒体传播农产品安全消费知识ꎬ 提升

公众安全意识和判断能力ꎬ 引导公众科学

消费ꎮ
２ 组织各地农业系统配合开展开放日活

动ꎬ 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开

展 “农产品质量安全实验室公众开放日” “农
产品质量安全常识有奖竞答” 等活动ꎬ 普及农

产品质量安全知识ꎮ
３ 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专家在中国

农业信息网、 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开设专栏ꎬ
对农兽药残留、 动植物生长调节剂、 贮藏保鲜

等热点问题进行科普解读ꎬ 回应社会关切ꎮ
４ 根据农业生产需要ꎬ 派出相关专家分赴

各地ꎬ 开展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田间指导ꎮ 对生

产经营者开展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兽药规范使

用、 生产记录档案、 贮藏保鲜、 包装标识等方面

的宣传和指导ꎮ 动员农业生产基地、 企业、 合作

社等开展业务培训、 法制宣传、 警示教育ꎮ

(八) 卫生计生委 (６ 月 ２１ 日)
１ 举办 “食品安全标准与营养安全开放

日” 活动ꎮ 介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清理整合结

果以及标准体系建设情况ꎬ 介绍 “国民营养行

动计划” 的编制进展ꎬ 开展食源性疾病致病菌

系列科普动画视频宣传ꎮ
２ 组织开展 “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 科普

宣传活动ꎮ 将食品安全与营养纳入健康促进相

关活动ꎮ 组织地方卫生计生系统将科普宣传活

动推向深入ꎬ 及时总结推广经验ꎮ
(九) 中国保监会 (６ 月 ２２ 日)
１ 举行 “食责险———尽享美食ꎬ 全程无

忧” 系列宣传报道活动ꎮ 鼓励主要保险公司开

展商业保险机制推动食品安全工作的主题

宣传ꎮ
２ 组织有关媒体实地开展调研采访ꎬ 利用

中国保监会官方网站、 微博、 微信ꎬ 集中宣传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进展情况ꎮ
(十) 国家粮食局 (６ 月 ２３ 日)
１ 组织各地粮食部门开展 “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日” 活动ꎮ 在公共

场所举办现场宣传活动ꎬ 发放宣传手册ꎬ 展示

合格粮油产品ꎬ 开展快速检测答疑ꎬ 讲解常用

粮食质量安全辨别小知识等ꎮ
２ 开展 “粮食实验室开放日” 活动ꎮ 向公

众介绍展示粮油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及科研

成果ꎬ 开展粮食质量安全科普讲座ꎬ 邀请公众

进行实际操作互动交流等ꎮ
３ 组织相关 “放心粮油” 企业ꎬ 采取多种

方式开展 “放心粮油” 现场宣传活动ꎮ
(十一) 教育部 (６ 月 ２４ 日)
１ 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举办 “全

国青少年健康知识网络大赛”ꎬ 引导学生学习

食品安全等健康知识ꎮ
２ 利用教育报、 教育新闻网宣传各地学校

食品安全管理经验与做法ꎬ 发挥典型示范和引

领作用ꎮ
３ 组织专家深入中小学ꎬ 通过专题讲座、

主题班会、 “小手拉大手” 等活动宣传食品安

８３４



法规文件

全活动ꎮ
４ 组织开展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

况专项督导ꎬ 推动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中食品安

全等措施落实ꎮ
５ 举办两期均衡营养与食品安全专题培

训班ꎮ
(十二) 中国科协 (６ 月 ２５ 日)
１ 开展 “食品安全进社区” 活动ꎮ 选择人

员较密集的社区ꎬ 组织食品专家、 营养专家与

公众进行现场互动ꎬ 解答食品安全相关问题ꎮ
２ 开展 “食品安全进网络” 活动ꎮ 组建食

品安全线上专家咨询团ꎬ 借助主流电商平台ꎬ
针对消费者日常网络购物时经常遇到的食品安

全问题进行在线答疑ꎻ 组织专家撰写科普文

章ꎬ 与电商平台售卖产品关联ꎮ
３ 开展 “食品安全开放日” 活动ꎮ 组织食

品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对外开放ꎬ 集中接待公众

实地参观ꎬ 加深对食品工业的直观了解ꎬ 增强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ꎮ
(十三) 全国妇联 (６ 月 ２６ 日)
１ 利用各类传统媒体以及 “女性之声” 微

博、 微信和 ＡＰＰ 客户端等新媒体ꎬ 宣传食品安

全知识ꎮ
２ 搭建公益平台ꎬ 汇聚社会爱心ꎬ 通过捐

建儿童食品安全体验场所ꎬ 开发儿童食品安全

教材等方式ꎬ 打造全民受益的儿童食品安全文

化宣传阵地ꎬ 为少年儿童的食品安全保驾

护航ꎮ
(十四)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６ 月 ２７ 日)
１ 指导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主题为 “信息公

开与食药安全” 的 “食药安全与传播创新青年

学者论坛”ꎬ 邀请新闻传播青年学者、 食品领

域权威专家、 新闻媒体专业记者ꎬ 启动人才培

养行动计划、 发布专项研究成果、 深入开展学

术交流ꎮ
２ 指导中国经济网举办媒体责任论坛ꎬ 倡

导新闻从业者在自媒体时代坚守新闻理想和职

业道德ꎬ 积极、 有序、 富有建设性地开展新闻

监督ꎮ

３ 举办 “科技铸就食品安全新防线” 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公众开放日活动ꎬ 邀请媒

体记者和社会公众走进国家级实验室ꎬ 展示农

药残留、 微生物等食品中危害物质的检测

方法ꎮ
４ 开展餐饮服务行业 “明厨亮灶”、 网络

订餐消费安全和流通企业 “诊脉行动” 经验交

流活动ꎬ 弘扬诚信守法的行业风气ꎮ
５ 发布最新的食品抽检监测信息报告ꎬ 系

统介绍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ꎮ
６ 委托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国保健协会、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开展并发布

«保健食品消费者认知度问卷调查报告»ꎮ
７ 推出 «舌尖上的化学» «科学解读微生

物» «餐桌上的风险» «食品安全五要点之爸爸

去哪儿篇» 等系列动漫视频ꎬ 组织编发 １５ 类

重点食品品种的安全消费提示书籍ꎬ 引导社会

公众防范食品安全风险ꎮ
８ 指导新京报举办 “互联网＋食品安全行

业高峰论坛”ꎬ 邀请政策制定者、 食品安全专

家、 基层执法者和企业代表ꎬ 围绕新修订 «食
品安全法»ꎬ 探索 “互联网＋” 背景下的食品安

全监管转型升级ꎮ
９ 指导新华网举办食品安全辟谣联盟论

坛ꎬ 邀请监管人员、 科普专家、 媒体记者和法

律工作者共同探讨科学传播ꎬ 抵制谣言散播ꎮ
１０ 指导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举办 “社

会协同　 共保安全” 中国食品消费者论坛ꎬ 解

读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

度ꎬ 宣传 １２３３１ 投诉举报电话ꎬ 搭建消费者与

监管部门的交流平台ꎬ 探讨消费者深度参与食

品安全社会监督的创新举措ꎮ
１１ 指导中国医药报社举办食品安全社区行

活动ꎬ 通过搭建科普展板、 发放科普资料、 专家

现场咨询等方式ꎬ 宣传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政策

法规ꎬ 提高公众对食品安全常识的认知水平ꎮ
１２ 指导央广网举办食品安全岗位 ３６０ 度

主题活动ꎬ 传递科学精神ꎬ 讲述诚信故事ꎬ 宣

扬共治共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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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中青联发 〔２０１６〕 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 团委、 学联ꎬ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局、 团委、
学联: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

年成长成才的一系列重要论述ꎬ 引导和帮助广

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 长才干、 作

贡献ꎬ 努力做到有理想、 有追求ꎬ 有担当、 有

作为ꎬ 有品质、 有修养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

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决定ꎬ
２０１６ 年将继续组织开展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

(以下简称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ꎮ 现将相

关事宜通知如下ꎮ
一、 活动主题
青春建功十三五携手共筑中国梦

二、 总体思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

精神ꎬ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协调推进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围绕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

展理念ꎬ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为

出发点ꎬ 以扶贫、 济困、 扶老、 救孤、 恤病、
助残、 救灾、 助医、 助学等为工作重点ꎬ 按照

“目标精准化、 工作系统化、 实施项目化、 传

播立体化” 和 “按需设项、 据项组团、 双向受

益” 的原则ꎬ 组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广泛开展

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ꎬ 探索总结实践育人

新机制ꎬ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更加坚定跟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ꎬ 积极投身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ꎬ 努力成长成才、 创

新创造、 建功立业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ꎮ
三、 重点团队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各高校、 各中职学校ꎬ 要在

广泛动员基础上ꎬ 组建全国、 省级、 校级、 院

系级重点团队ꎬ 深入基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力争学生总参与量不少于 ５００ 万人次ꎮ 全国层

面共确定 １０００ 支重点团队ꎬ 涉及 ８ 个方面ꎮ
１ 理论普及宣讲团ꎮ 重点在全国高校大学

生骨干培训班和学生理论学习社团中招募组建

０４４



法规文件

１５０ 支实践团队ꎬ 结合全国高校共青团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四进

四信” 活动开展ꎬ 深入农村乡镇、 城市社区、
厂矿企业等ꎬ 重点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 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宣讲活动ꎮ
２ 国情社情观察团ꎮ 重点在全国高校招募

组建 １５０ 支实践团队ꎬ 成员包括不同专业背景

的大学生、 校园媒体记者等ꎬ 深入城镇、 乡村

及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等ꎬ 切身感受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面貌新成就ꎬ 深入

领会 “十三五” 规划、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ꎮ
３ 科技支农帮扶团ꎮ 重点在全国涉农高校

和综合院校的涉农院系中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由专

业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实践团队ꎬ 到相关县域与

当地农业部门或农广校合作ꎬ 开展农技人员培

训、 农业科普讲座、 先进农技推广、 为农民提

供 “田间地头” 的生产实践指导等服务活动ꎮ
４ 教育关爱服务团ꎮ 重点在全国师范类院

校或专业中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实践团队ꎬ 到中西

部地区基础教育薄弱、 教育资源匮乏的贫困县

(乡)ꎬ 协助当地教育部门开展教师培训ꎬ 帮助

当地优化教育资源、 提升教学质量ꎮ 同时ꎬ 以

关爱留守儿童为重点ꎬ 组织大学生团队开展课

业辅导、 素质拓展、 亲情陪伴等活动ꎮ
５ 文化艺术服务团ꎮ 重点依托全国高校各

类学生艺术团队和文艺类学生社团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实践团队ꎬ 以弘扬时代精神、 倡导文明

新风为目标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要内容ꎬ 精心编排基层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 贴近基层生活实际的文艺节目ꎬ 到乡镇农

村开展巡回演出ꎮ
６ 爱心医疗服务团ꎮ 重点在全国医学类

院校或院系中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专业实践团队ꎬ
重点到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农村基层ꎬ 开展流

行性疾病防治宣传、 基本医疗卫生知识普及

等活动ꎬ 为农民进行健康普查和常见病治疗ꎬ

结合基层实际需求培训当地医务人员ꎬ 捐送

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ꎬ 协助建设乡 (村) 医

疗站ꎮ
７ 美丽中国实践团ꎮ 重点依托设有相关学

科专业的高校及学生环保类社团ꎬ 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重点团队ꎬ 到农村基层、 县域城镇和城

市社区ꎬ 围绕环境污染、 水资源保护、 垃圾处

理、 气候异常、 资源开发、 自然灾害预防等ꎬ
开展科普知识宣讲、 社会调查研究、 发展建言

献策等活动ꎮ
８ 中职学生 “彩虹人生” 实践服务团ꎮ 重

点面向中等职业学校招募组建 ２００ 支重点团队ꎬ
组织中职学生在校内外开展敬老助残、 关爱留

守儿童、 社区服务、 公益宣传等各种形式的志

愿服务活动ꎬ 开展 “光盘行动”、 废品回收利

用、 节能减排、 工艺创新等力所能及的节俭节

约宣传和环保活动ꎮ
四、 专项工作
除全国重点团队外ꎬ ２０１６ 年还将联合有关

方面实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工作ꎬ 主要

包括 ９ 项ꎮ
１ 全国农科学子助力脱贫攻坚专项活动ꎮ

与全国农学院协同发展联盟等合作ꎬ 重点面向

全国涉农高校及院系招募由专业教师、 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组成的实践团队ꎬ 赴国家级贫困县

开展实地调研、 实际帮扶等助力精准扶贫

工作ꎮ
２ “红色基因代代传长征精神永发光”

２０１６ 年暑期大学生遵义实践活动ꎮ 以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为契机ꎬ 与贵州省有关地方和

单位合作招募重点实践团队ꎬ 赴长征沿线地区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社会实践观察、 历史文化

寻访等活动ꎮ
３ 百所共建共育高校学生走进军营实践活

动ꎮ 根据 «深化共建共育做好青年官兵与青少

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的意见»ꎬ
由 １００ 所相关参与高校组织重点实践团队ꎬ 走

进结对部队的军营哨所ꎬ 与青年官兵共同开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ꎮ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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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丝路新世界青春中国梦” 专项社会

实践行动ꎮ 以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为契机ꎬ
在相关高校招募重点团队ꎬ 组织青年学生实地

调研ꎬ 为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建言献策ꎬ 并

调研、 宣传为青年学生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和

前景ꎮ
５ “井冈情中国梦” 全国大学生暑期实

践季专项行动ꎮ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为契机ꎬ 依托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ꎬ 重点招募 １０ 期共约 ５０００ 名大学生及中

职学生组成实践团队ꎬ 赴井冈山开展党史学

习、 红色教育、 实践锻炼和课题研究等活动ꎮ
６ “新疆学子百村行” 专项社会实践活

动ꎮ 依托中青旅的资源支持ꎬ 主要面向新疆大

中专院校招募重点团队ꎬ 深入新疆基层的乡村

社区ꎬ 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基层社情调

研、 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ꎮ
７ “天翼互联网＋教育” 调研计划ꎮ 依

托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资源支持ꎬ 在全国高校

招募 １００ 支相关专业学生组成的实践团队ꎬ 深

入学校校园进行教育信息化状况调研、 知识普

及并提供技术支持等ꎮ
８ 大学生社会实践 “知行促进计划”ꎮ 整

合有关企业资源支持ꎬ 面向全国高校遴选、 支

持 ２００ 个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和团队ꎬ 重点支

持教育助学、 创新创业项目ꎮ
９ “印象辽宁梦想中国” 专项实践活

动ꎮ 与辽宁省有关单位合作ꎬ 在相关高校招募

重点团队ꎬ 实地调研当地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ꎮ
上述专项工作具体信息可在 “三下乡” 社

会实践活动官方网站 ( ｈｔｔｐ: ∥ｓｘｘ ｙｏｕｔｈ ｃｎ)
上查询ꎮ

五、 有关事宜和要求
１ 进行重点团队网络报备和通报表扬ꎮ 为

推动 “三下乡” 活动提升组织动员效率、 完善

项目评价机制ꎬ ２０１６ 年将继续推动建立重点团

队网络备案制度ꎮ 各地、 各学校须于 ６ 月 ３０ 日

前ꎬ 将实际组建的省级、 校级、 院系级重点团

队信息通过 “三下乡” 活动官方网站进行报备

(具体流程见网站说明)ꎮ 未登记报备的团队ꎬ
不能申报全国级重点团队或参与专项计划的奖

项遴选ꎮ ２０１６ 年 “三下乡” 活动结束后ꎬ 团中

央相关部门将对全国重点团队中的优秀单位、
团队、 个人和活动成果进行遴选和通报表扬ꎮ

２ 加强工作品牌推广和媒体综合传播ꎮ 为

进一步提升 “三下乡” 活动的品牌形象和社会

影响力ꎬ ２０１６ 年继续推广实施 «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视觉形象识别系

统使用办法 (试行) » (详情见 “三下乡” 社

会实践活动官方网站)ꎬ 所有全国重点团队均

须在活动开展中广泛使用 “三下乡” 标识ꎮ 各

地、 各学校要注重社会实践成果的总结和分享

传播ꎬ 充分利用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和大众传

媒、 校园媒体等多种形式ꎬ 加强对活动中优秀

个人和事迹的宣传报道ꎮ 团中央将联合中国文

明网、 中国青年网、 中青在线、 腾讯网、 新浪

网等开展 “镜头中的三下乡” 等作品遴选活

动ꎬ 开展 “青春三下乡” 等专题线上活动ꎮ
３ 确保活动实效性和安全性ꎮ 各地、 各学

校要在活动组织实施中完善制度规范、 突出过

程管理ꎬ 开展必要的思想作风和服务技能培

训ꎬ 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带队指导ꎮ 突出社会实

践的基地化、 项目化管理ꎬ 做到 “按需设项、
据项组团”ꎬ 服务内容和形式切合基层实际和

需要ꎬ 切忌走马观花、 变相旅游等ꎮ 加强安全

教育和保障ꎬ 做好前期调研和出发准备ꎬ 保障

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ꎬ 特别是要高度关注极端

气候变化和服务地区的自然条件ꎬ 做好自然灾

害和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ꎮ

附件: 全国重点团队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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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重点团队名额分配表

省份
理论普及

宣讲团

国情社情

观察团

科技支农

帮扶团

教育关爱

服务团

文化艺术

服务团

爱心医疗

服务团

美丽中国

实践团

中职学生

实践团
总计

北京 ６ ８ ５ ４ ４ ５ ４ ４ ４０
天津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４ ２９
河北 ６ ６ ４ ３ ４ ４ ４ ９ ４０
山西 ４ ６ ３ ４ ３ ３ ３ ７ ３３

内蒙古 ４ ５ ３ ３ ２ ３ ３ ６ ２９
辽宁 ６ ６ ４ ４ ３ ４ ４ ８ ３９
吉林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６ ３１

黑龙江 ６ ６ ４ ４ ３ ４ ４ ８ ３９
上海 ６ ６ ４ ５ ４ ５ ４ ８ ４２
江苏 ６ ８ ４ ４ ４ ５ ５ ９ ４５
浙江 ５ ６ ３ ４ ４ ４ ４ ９ ３９
安徽 ６ ６ ４ ４ ４ ３ ４ ８ ３９
福建 ４ ４ ３ ３ ４ ４ ３ ７ ３２
江西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７ ３０
山东 ６ ６ ５ ４ ４ ５ ４ ９ ４３
河南 ６ ６ ４ ５ ５ ４ ４ ９ ４３
湖北 ６ ６ ５ ５ ４ ４ ４ ９ ４３
湖南 ６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８ ３４
广东 ６ ６ ４ ５ ４ ５ ４ ９ ４３
广西 ５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６ ２９
海南 ２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２
四川 ６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８ ３６
重庆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８ ３１
贵州 ４ ４ ３ ３ ４ ２ ２ ６ ２８
云南 ４ ４ ３ ３ ３ ４ ３ ６ ３０
西藏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０
陕西 ６ ６ ４ ５ ５ ４ ４ ７ ４１
甘肃 ４ ３ ３ ２ ２ ２ ３ ５ ２４
青海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２
宁夏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１３
新疆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３ ２ １４
兵团 ２ ２ １ １ １ ７
总计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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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关于组织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９５ 周年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中宣发 〔２０１６〕 １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 网信办、 文明办、 教育厅 (委、
局)、 工会、 团委、 妇联:

为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

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 精神ꎬ
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在全社会

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好、 伟

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ꎬ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

精神ꎬ 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毛泽东 思 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

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围绕树立和贯彻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根本ꎬ 以理想信

念教育为核心ꎬ 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为主

题ꎬ 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深入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丰功伟绩ꎬ 宣传 ９５ 年

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成果ꎬ 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宣传党面临的历

史使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ꎬ 宣传各个

时期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作出

的突出贡献ꎬ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ꎮ
二、 主要安排
１ 广泛开展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学习教育ꎮ 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以 «中国共产党

的九十年» 为基本教材ꎬ 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

历史ꎬ 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革命、 建设、 改革的光辉历程、 辉煌成就

和宝贵经验ꎬ 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

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ꎬ 深刻认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伟大

胜利ꎬ 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组织

“党旗飘扬故事会”ꎬ 动员老干部、 老战士、 老

专家、 老教师、 老劳模与社区居民、 青年学

生、 企业职工等进行座谈ꎬ 讲述党史故事ꎬ 传

承红色基因ꎮ 开展读党史图书、 看党史题材影

视剧活动ꎬ 倡导青少年每人至少阅读一本图

书、 观看一部影视作品ꎮ 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９５ 周年征文、 知识竞赛、 演讲比赛等活

动ꎬ 开展 «重读先烈诗章» 诗歌朗诵会ꎬ 引导

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传

统ꎮ 制作刊发宣传图片和公益广告ꎬ 充分利用

户外大屏幕、 建筑围挡、 灯箱、 展板、 灯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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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等街头阵地ꎬ 传播红色故事ꎮ
２ 广泛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ꎮ 组织广大

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ꎬ 深刻缅怀为民族独

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矢志奋

斗、 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ꎬ 感悟热爱祖国、 忠

于人民、 无私奉献、 敢于牺牲的烈士精神ꎬ 秉

承烈士遗志ꎬ 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

神力量ꎮ 组织干部群众就近就地到革命纪念设

施、 党史纪念地ꎬ 开展敬献花篮、 宣读祭文、
瞻仰遗址遗物等活动ꎮ 开展继承烈士遗志宣誓

活动ꎬ 精心设计有庄严感和教育意义的仪式ꎬ
组织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少先队员重温入党

入团入队誓词ꎮ 组织青少年暑假期间参加红色

主题的夏令营、 体验营等活动ꎬ 聆听革命故

事、 体验革命情怀ꎮ 中央主要媒体对反映中国

共产党光辉历史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进行宣传推介ꎬ 扩大社会影响ꎮ
３ 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ꎮ 七一前夕ꎬ 对

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 新中国成立

前入党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和生活

困难党员ꎬ 集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ꎬ 让他们切

实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ꎮ 要组织

志愿者到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家中ꎬ 开展家

政服务、 医疗保健、 心理疏导、 情感陪伴等志

愿服务ꎬ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ꎮ
４ 广泛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学习活动ꎮ 结

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

基层党组织评选表彰活动ꎬ 广泛组织开展向优

秀共产党员学习活动ꎬ 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

崇高精神ꎬ 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 崇尚英

雄、 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ꎮ 邀请优秀共产党

员ꎬ 通过报告会、 座谈会等形式ꎬ 讲述他们始

终听党话、 一心跟党走的政治品格ꎬ 扎根基

层、 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ꎬ 崇德修身、 严格自

律的高尚情操ꎬ 充分发挥优秀共产党人的精神

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ꎮ
５ 广泛开展网上群众性纪念活动ꎮ 中央、

地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要设立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专题网页ꎬ 转载中央纪念活

动和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情况ꎬ 举办网上论

坛、 网上系列谈、 网上红色旅游、 网上党史知

识竞赛等活动ꎮ 开展网上缅怀先烈活动ꎬ 各网

站在首页显著位置建立 “缅怀先烈 　 圆梦中

华” 互动平台ꎬ 开设虚拟献花、 网上纪念堂、
网民留言等板块ꎬ 吸引网民踊跃参与ꎮ 开展

“把楹联写在党旗上” “诗词飞扬党旗飘” 楹联

诗词网上征集展示活动ꎬ 人民网、 新华网、 央

视网、 光明网、 中国文明网等网站开设官方网

页ꎬ 面向网民征集展示作品ꎮ 创作一批符合青

少年认知特点的党史故事动漫、 微视频、 图文

微博微信等网络文化产品ꎬ 开展 “我身边的优

秀共产党员” 微视频网络征集展示活动ꎬ 运用

微传播、 快阅读等方式广泛传播ꎮ 举办 “童心

向党” 歌咏活动网上展播ꎬ 充分表达广大青少

年儿童祝福党的生日、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好

心愿ꎮ
三、 工作要求
１ 精心组织安排ꎮ 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成

立 ９５ 周年纪念活动ꎬ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群众

性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ꎬ 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ꎬ 周密部署、 精心实施ꎬ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

的效果ꎬ 使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成为广大干部

群众感悟党的丰功伟绩、 学习党的崇高精神的

生动课堂ꎮ 宣传部门要牵头抓总、 统筹推进ꎬ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履好职、 尽好责ꎬ 发挥各自

优势ꎬ 形成整体工作合力ꎮ 要严格遵守中央八

项规定、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ꎬ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ꎬ 坚决反对铺张浪费ꎬ 使群

众性主题教育活动既隆重热烈又务实节俭ꎮ
２ 突出思想内涵ꎮ 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

方向和舆论导向ꎬ 在事关政治原则、 政治方向

的问题上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ꎬ 充分发挥群众

性主题教育活动的精神感召作用、 思想启迪作

用、 价值引领作用ꎮ 要紧紧围绕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这一主题ꎬ 深化和拓展思想教育内容ꎬ
从历史和现实、 理论和实践、 成就和经验的结

合上ꎬ 讲清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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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社会主义道

路、 选择了改革开放等根本问题ꎬ 引导人们进

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的

信念ꎬ 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ꎮ
３ 注重群众参与ꎮ 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和

群众接受特点ꎬ 创新工作理念ꎬ 创新内容形

式ꎬ 创新手段载体ꎬ 用事实说话、 用史实说

话ꎬ 积极打造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教育平台ꎮ 要坚持立足城乡基层ꎬ 多运用

群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活动形式ꎬ 充分调

动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ꎬ 努力提

高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参

与度ꎮ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开设专题专栏ꎬ 利

用重点栏目、 重要时段ꎬ 运用新的媒体业态和

传播平台ꎬ 充分报道各地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主

题教育活动ꎬ 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反响和

社会效果ꎬ 为纪念活动营造浓厚热烈的舆论

氛围ꎮ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水利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关于举办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暨 ２０１６ 年志愿服务交流会的通知

中青联发 〔２０１６〕 １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文明办、 民政厅

(局)、 水利厅 (局)、 残联、 志愿服务组织ꎬ
全国铁道团委ꎬ 全国民航团委ꎬ 中直机关团工

委ꎬ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ꎬ 中央金融团工委ꎬ
中央企业团工委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

农垦总局团委、 文明办、 民政局、 水利局、 残

联、 志愿服务组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认真落实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深入推进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ꎬ
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ꎬ 克服

“机关化、 行政化、 贵族化、 娱乐化”ꎬ 不断

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 社会化动员和制

度化发展ꎬ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 民政

部、 水利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志愿

服务联合会决定ꎬ 联合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

省人民政府、 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政

府共同举办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暨 ２０１６ 年志愿服务交流会 (以下简称 “赛
会” )ꎬ 进一步打造集项目展示、 资源配置、
组织交流和文化引领于一体的全国志愿服务

综合平台ꎬ 推动中国青年志愿者事业发展ꎬ
动员引导广大青年和社会公众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ꎮ 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赛会主题

青春志愿行　 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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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办、 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 民

政部、 水利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志愿

服务联合会、 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

府、 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政府ꎮ
承办单位: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国青

年企业家协会、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

工委、 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 中国志愿服务基

金会、 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 共青团浙江省

委、 共青团宁波市委ꎮ
三、 组织机构
赛会设立领导机构、 工作机构和评审机构

(组织机构名单见附件)ꎮ
１ 领导小组ꎮ 赛会设立领导小组ꎬ 由主办

单位有关领导同志组成ꎬ 负责整个赛会的组织

领导、 宏观决策和督促落实工作ꎮ 共青团中央

负责赛会的组织筹备工作ꎬ 指导中国青年志愿

者协会、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等机构做好赛会

项目申报、 组织评审、 资源对接、 展会组织、
成果运用等工作ꎮ 中央文明办负责指导赛会的

组织筹备工作ꎬ 加强政策支持ꎮ 民政部负责统

筹指导、 社会组织的动员审核及政策支持等工

作ꎬ 指导有关社会团体、 基金会做好资源整合

及对接工作ꎮ 水利部负责重点指导节水护水类

志愿服务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及资源对接、 政策

资金支持工作ꎮ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负责重点指

导助残类志愿服务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及资源对

接工作ꎮ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负责统筹指导所

属会员开展项目申报、 合作对接等工作ꎮ 中共

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 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政府负责赛会在当地的统筹协调ꎬ
具体筹备、 组织实施、 属地保障等工作ꎮ

２ 全国组织委员会ꎮ 在领导小组领导下ꎬ
设立全国组织委员会 (以下简称 “全国组委

会” )ꎬ 由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省级团委和

省级志愿服务组织负责同志ꎬ 以及优秀青年志

愿者组织代表、 相关领域的专家、 爱心企业家

代表等组成ꎬ 负责赛会筹备运行工作的总体规

划、 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ꎮ 全国组委会下设秘

书处ꎬ 设秘书长 １ 人、 副秘书长若干人ꎬ 由承

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ꎬ 秘书处设在共青团

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和共青团浙江省委、 共

青团宁波市委ꎬ 负责赛会日常协调指导、 监督

管理、 技术支持、 招商推介、 会务组织等工

作ꎮ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负责组织各级青年企

业家协会成员参与网上项目对接资助等活动ꎬ
参与赛会项目支持、 招商、 评审等工作ꎮ 中央

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水利部新闻宣

传中心、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中国助残志愿

者协会负责协调整合有关项目、 资金资源支持

赛会ꎮ
３ 全国评审委员会ꎮ 在全国组委会领导

下ꎬ 设立全国评审委员会ꎬ 由全国组委会秘书

处聘请与志愿服务事业相关的专家学者、 爱心

企业家、 基金会或社会团体负责人、 志愿者典

型代表等组成ꎬ 负责制定评审标准、 组建专业

评审机构、 全国赛的初评和终评等工作ꎮ
４ 省级赛会单位组织机构ꎮ 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团委、 文明办、 民政部门、 水利部

门、 残联和志愿服务组织ꎬ 全国铁道、 全国民

航、 中直机关、 中央国家机关、 中央金融、 中

央企业等系统共青团、 志愿服务组织以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农垦总局团委、 文明

办、 民政局、 水利局、 残联、 志愿服务组织等

单位 (统称为 “省级赛会单位” ) 可根据实

际ꎬ 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工作机构和评审机

构ꎬ 负责本地本系统赛会的组织开展、 项目评

审、 资源统筹、 招商对接、 集中参展、 交流推

介等工作ꎬ 并负责由全国组委会直接资助获奖

项目的后续资金审核发放与监督管理等工作ꎮ
四、 主要内容及推进步骤
整个赛会分为五个部分ꎮ
(一) 宣传发动

１ 启动部署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ꎮ ６ 月初ꎬ 主

办单位联合下发赛会通知ꎮ ６ 月下旬ꎬ 赛会组

委会举办启动仪式ꎬ 统一安排部署赛会工作ꎮ
省级赛会单位将组织发动与社会动员相结合ꎬ
广泛宣传举办赛会的重要意义ꎬ 通过宣传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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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赛会的成果和盛况ꎬ 鼓励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申报志愿服务项目ꎬ 实时更新发布赛会信息和

阶段性项目申报情况ꎬ 根据地方实际ꎬ 开展

“我为志交会代言” “志愿服务有你有我” 等活

动ꎬ 吸引社会聚焦赛会ꎮ
２ 项目申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 ７ 月)ꎮ 省级

赛会单位按照志愿服务对象类别征集、 申报、
遴选项目ꎬ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具体分为阳光助

残、 关爱农民工子女、 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环境保护与节水护水、 扶贫开发与应急救援、
文化宣传与网络文明、 禁毒教育与法律服务、
理论研究与基础建设、 其他领域等 ９ 大类ꎮ 同

时赛会继续设置公益创业专项赛ꎬ 参赛对象为

获得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银奖的项目和有关基金会、 企业等合作单位推

荐的公益项目ꎬ 全国赛项目总数不超过 １００ 个ꎬ
其中ꎬ 各省级赛会单位推荐 ８０ 个左右 (具体

申报办法以全国组委会文件形式另行通知)ꎮ
(二) 省级赛会

１ 省级评审推选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 ９ 月)ꎮ
根据全国组委会制定的评审办法ꎬ 省级赛会单

位通过在本地区 (系统) 组织开展省级地区

(系统) 赛ꎬ 累计选出 １０００ 个项目入围全国赛

(省级赛会单位入围拟定名额由全国组委会分

配ꎬ 其中阳光助残、 关爱农民工子女 ２ 大类项

目入围数量不低于总数的 ２０％)ꎬ 并将推选项

目录入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申报系统ꎮ 公益

创业项目的评审推选以全国组委会文件的形式

另行通知ꎮ
２ 省级赛会集中活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 ９

月)ꎮ 省级赛会单位自主举办志愿服务展示交

流会ꎬ 宣传展示省级获奖项目ꎬ 促进资源有效

对接ꎮ 各省级赛会单位结合自身特色优势ꎬ 举

办志愿服务文化交流活动ꎬ 交流志愿服务思想

理念ꎬ 充分展示本地区 (系统) 优秀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和各地青年志愿者工作的风采ꎮ
(三) 招商推介

１ 线上推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中旬至年底)ꎮ
依托赛会官网和省级赛会单位的相关网站、 微

博、 微信等新媒体ꎬ 开展项目展示、 宣传推

广、 网上点评和资源对接等活动ꎬ 及时向全社

会推介优秀志愿服务项目ꎮ 同时ꎬ 中国青年企

业家协会组织各级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上网对

接资助相关项目ꎮ
２ 线下推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中旬至年底)ꎮ

省级赛会单位充分动员本地区 (系统) 政府资

源和社会资源资助相关项目ꎮ 通过举办项目推

介会、 招商会等方式ꎬ 充分发动社会机构、 企

业、 基金会和爱心人士到现场观摩项目ꎬ 实地

了解组织信息及服务项目ꎬ 面对面洽谈合作意

向ꎬ 提前进行现场资源筹措ꎬ 发挥社会各界优

势整合资源ꎮ
(四) 全国赛会

１ 全国赛会评选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中旬至 １２
月 １ 日)ꎮ 由全国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ꎮ
全国评审委员会集中开展初评、 终评工作ꎮ 通

过初评ꎬ 从 １０００ 个入围项目中评选出 ５００ 个项

目进入终评并参加宁波会场集中展示ꎮ 通过终

评ꎬ 评选出金奖项目 １００ 个、 银奖项目 ４００ 个ꎮ
对未进入终评环节的 ５００ 个项目授予第三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ꎮ
２ 全国赛会集中活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至 ３ 日)ꎮ 全国组委会将在宁波市举办全国志

愿服务专场交流会ꎬ 按省级赛会单位划分现

场展位ꎬ 现场展示 ５００ 个入围全国赛终评环

节的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公益创业赛决

赛项目和各地青年志愿者工作开展情况ꎮ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 举办展会开幕、 现场观摩、 重点

推介、 现场签约、 公益创业赛展示、 文化交

流等活动ꎮ １２ 月 ３ 日ꎬ 举办颁奖和闭幕活动ꎬ
现场公布金奖、 银奖获奖项目名单以及优秀

组织奖等ꎮ
(五) 成果提升

１ 成果转化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前)ꎮ 赛会结束

后ꎬ 全国组委会将所有获奖项目汇编成册ꎬ 作

为全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精品案例ꎬ 在全国范

围内宣传推广ꎮ 建立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库、 人才库ꎮ 制定发布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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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开展规范ꎮ
２ 管理评估 ( ２０１７ 年全年)ꎮ 省级赛会

单位在收到项目方合格票据后ꎬ 根据协议书

规定将资助款及时拨付至受资助项目的指定

法人账户ꎮ 省级赛会单位对项目实施、 资金

管理负总责ꎬ 做好项目自查、 监管工作ꎬ 全

国组委会将指定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省级赛会

单位受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审计、 抽查ꎮ 通

过实地走访、 调查问卷等形式开展项目执行

的过程评估和实施结果评估ꎬ 最终形成项目

评估报告ꎮ
３ 跟踪培育 (２０１７ 年及以后)ꎮ 省级赛会

单位对本地本系统受助项目进行跟踪培育ꎬ 动

态掌握受资助项目运行情况ꎬ 及时对受资助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优化意见和建

议ꎬ 定期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和评价激励活动ꎮ
开展公益创业有关活动ꎬ 加强对优秀项目的孵

化培育、 投资支持和培训提升工作ꎮ 支持优秀

项目扩大实施范围和受益面ꎬ 推动本地本系统

受助项目和志愿服务组织实现持续深入发展ꎬ
全国组委会研究探索委托第三方机构的方式对

获奖项目进行评估ꎮ
五、 奖项设置与激励保障
１ 奖项设置ꎮ 赛会设金奖、 银奖、 铜奖三

个等级的奖项并颁发一定数量的其他奖项ꎮ 其

中ꎬ 金奖项目 １００ 个、 银奖项目 ４００ 个、 铜奖

项目 ５００ 个ꎬ 公益创业项目评奖情况以全国组

委会文件的形式另行通知ꎮ 根据省级赛会单位

开展大赛组织、 本地项目资源对接数量和参展

效果等情况ꎬ 综合评定、 颁发一定数量的赛会

优秀组织奖ꎮ 对于有关赛会捐赠企业和支持媒

体ꎬ 授予 “爱心企业” “爱心媒体” 等荣誉

称号ꎮ
２ 政策支持ꎮ 对于获得金奖的项目ꎬ 由共

青团中央、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的第十一

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直接予以表彰ꎮ
对于获得金奖、 银奖的项目ꎬ 纳入民政部门开

展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有关工作支持

范围ꎮ

３ 资金支持ꎮ 对于获得金奖、 银奖项目ꎬ
由全国组委会分别给予 ２ 万元和 １ 万元的资金

支持ꎬ 公益创业项目资助资金以全国组委会文

件的形式另行通知ꎬ 对所有获奖项目颁发奖状

证书ꎮ 同时ꎬ 根据省级赛会单位项目参赛情

况ꎬ 对获得金奖、 银奖项目的省份或系统团

委ꎬ 按一定标准给予适当管理经费补贴ꎮ 酌情

对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

项目予以特别资助ꎮ
六、 工作要求
１ 围绕中心ꎬ 服务大局ꎮ 办赛办会中要切

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

意识ꎬ 把赛会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中

谋划和推进ꎬ 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ꎬ 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ꎬ 科学谋划ꎬ 精心组织ꎬ 多措并

举ꎬ 改革创新ꎬ 不断提升志愿服务事业的科学

化水平ꎮ
２ 尊重首创ꎬ 青年为本ꎮ 尊重基层首创精

神ꎬ 强化对基层的支持ꎬ 加强资金、 项目、 人

员等资源整合ꎬ 将优惠政策和资源向基层倾

斜ꎬ 重点扶持基层志愿服务项目ꎮ 把以青年为

本的理念贯穿始终ꎬ 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ꎬ 努力为青年志愿者提供自我展

示的舞台ꎮ
３ 赛会结合ꎬ 立足常态ꎮ 以赛促交流ꎬ

以赛促发展ꎬ 建立健全办赛办会的长效机制ꎬ
坚持廉洁勤俭举办赛会ꎬ 推进志愿服务项目

化运作、 社会化动员、 常态化发展ꎮ 在办好

比赛的基础上ꎬ 更加注重文化交流活动ꎬ 广

泛交流志愿服务思想理念ꎬ 发挥 “风向标”
作用ꎮ

４ 牵动各方ꎬ 扩大影响ꎮ 协调与赛会有关

的各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 企事业单位等ꎬ 形

成强大的工作合力ꎬ 在全社会营造支持、 热

爱、 参与志愿服务的氛围ꎮ 综合运用报纸、 电

视、 广播、 网络等各种媒体对赛会进行全方

位、 立体化宣传ꎬ 重点要在当地主流媒体进行

专题报道ꎬ 形成声势ꎮ
涉及赛会的组织筹备、 统筹协调有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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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ꎬ 请与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共青

团宁波市委联系ꎻ 涉及赛会的项目申报、 展示

对接、 技术支持等有关事宜ꎬ 可登录赛会官方

网站查询ꎮ

赛会官方网址: ｗｗｗ ｚｈｉｊｈ ｃｎ、 ｚｈｉｊｈ ｙｏｕｔｈ ｃｎ
赛会官方微博、 微信: 中国青年志愿者

附件: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暨 ２０１６ 年志愿服务交流会组织机构名单

附件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２０１６ 年
志愿服务交流会组织机构名单

一、 赛会领导小组
组　 长:
秦宜智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副组长:
夏伟东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顾朝曦　 民政部副部长

周学文　 水利部副部长

傅振邦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吕世明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党组

成员

王辉忠 　 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政法委

书记

袁家军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浙江省人民

政府常务副省长

唐一军　 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 宁波市人

民政府代市长

石大华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理事长

赵津芳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

成　 员:
张志勇　 中央文明办一局局长

吕晓莉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

张朝晖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部长

侯宝森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党

组书记

杨　 松　 共青团中央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

郭孟卓　 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

张超英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联络部副

主任

张才芳　 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

谢济建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朱林森　 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 党组副

书记 (主持工作)
余红艺　 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

李关定　 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二、 全国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傅振邦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副主任:
张朝晖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部长

皮　 钧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

郭　 鸿　 中央金融团工委书记

李　 伟　 中央企业团工委书记

郭孟卓　 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

张超英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联络部副

主任

王明学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副

部长

黄明辉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

文明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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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宇　 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 党组成员

朱林森　 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 党组副

书记 (主持工作)
朱　 达　 中共宁波市委副秘书长

张　 霓　 宁波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鲍娴萍　 共青团宁波市委书记

委　 员:
徐　 晓　 浙江省文明办副主任

吴一农　 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王慧琳　 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

祝建平　 宁波市文明办副主任

杨　 英　 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

梁　 达　 宁波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方　 晴　 共青团宁波市委副书记

黄　 勇　 中国青年报编委、 共青团新闻中

心主任

各省级团委分管负责同志 (３８ 人ꎬ 名单

略)
秘书长:
张朝晖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部长

副秘书长:
王明学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副

部长

王慧琳　 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

方　 晴　 共青团宁波市委副书记

三、 全国评审委员会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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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

关于印发 «关于对纳税信用 Ａ 级纳税人实施
联合激励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１４６７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

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等文件关于 “褒扬诚信、 惩

戒失信” 的总体要求ꎬ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税务总局牵头ꎬ 人民银行、 中央文明办、 教

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

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国资委、 海关总

署、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外汇局、 全

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工商联、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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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联合制定了 «关于对纳税信用 Ａ 级纳

税人实施联合激励措施的合作备忘录»ꎮ 现印

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纳税信用 Ａ 级纳税人实施联

合激励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附件

关于对纳税信用 Ａ 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励
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

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

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等文件关于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总体要求ꎬ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税务总局牵

头ꎬ 人民银行、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

信息化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建

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

部、 国资委、 海关总署、 工商总局、 质检总

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

监会、 外汇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

国工商联、 铁路总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就纳税信

用 Ａ 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励措施达成如下一致

意见:
一、 联合激励对象
联合激励对象为税务机关公告发布的纳税

信用 Ａ 级纳税人ꎮ
二、 信息共享与联合激励的实施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建立守信联合激励系统ꎮ 税务总局通过该系

统向签署本备忘录的其他部门和单位提供纳税

信用 Ａ 级纳税人名单ꎬ 并按照有关规定更新ꎮ
其他部门和单位从守信联合激励系统中获取纳

税信用 Ａ 级纳税人名单ꎬ 执行或协助执行本备

忘录规定的激励措施ꎬ 并按季度将执行情况通

过该系统反馈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税务总局ꎮ
三、 激励措施及实施单位
(一) 项目审批服务和管理

１ 建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ꎬ 根据实际情况

实施 “容错受理” 等便利服务ꎬ 部分申报材料

(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材料除外) 不齐备的ꎬ
如行政相对人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ꎬ 可

先行受理ꎬ 加快办理进度ꎮ
２ 企业债发行过程中ꎬ 鼓励发行人披露纳

税信用级别信息ꎬ 增强发行人的市场认可度ꎬ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ꎮ

３ 在粮食、 棉花等进出口配额分配中ꎬ 可

以将申请人信用状况与获得配额难易程度或配

额数量挂钩ꎬ 对于 Ａ 级纳税人给予一定激励

措施ꎮ
４ 在电力直接交易和落实优先发电权、 优

先购电权中ꎬ 对于交易主体为 Ａ 级纳税人的ꎬ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ꎮ

５ 在企业境外发债备案管理中ꎬ 同等条件

下加快办理进度ꎬ 适时选择 Ａ 级纳税人开展年

度发债额度一次核定、 分期分批发行试点ꎮ
６ 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ꎬ 招标人确需投

标人提交纳税证明的ꎬ 可以简化纳税证明等相

关手续ꎮ
７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金

试点工作中ꎬ 对于纳入风险补偿支持范围的企

业ꎬ 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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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重大项目稽查中ꎬ 对于中央预算内投资

项目专项稽查过程中ꎬ 可适当减少抽查比例ꎮ
９ 在价格执法检查中ꎬ 适当减少抽查

频次ꎮ
落实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 税收服务和管理

１０ 主动向社会公告年度 Ａ 级纳税人名单ꎮ
１１ 一般纳税人可单次领取 ３ 个月的增值

税发票用量ꎬ 需要调整增值税发票用量时即时

办理ꎮ
１２ 普通发票按需领用ꎮ
１３ 连续 ３ 年被评为 Ａ 级信用级别 (简称

３ 连 Ａ) 的纳税人ꎬ 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

或专门人员帮助办理涉税事项ꎮ
１４ 纳税信用 Ａ 级出口企业可评为出口企

业管理一类企业ꎮ 评为出口管理一类企业的 Ａ
级纳税人ꎬ 享受以下便利措施:

(１) 国税机关受理出口退 (免) 税正式申

报后ꎬ 经核对申报信息齐全无误的ꎬ 即可办理

出口退 (免) 税ꎮ
(２) 可优先安排该类企业办理出口退税ꎮ
(３) 国税机关可向该类企业提供绿色办税

通道 (特约服务区)ꎬ 并建立重点联系制度ꎬ
指定专人负责并定期联系企业ꎮ

１５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消增值税发票

认证ꎮ
落实部门: 税务总局

(三) 财政资金使用

１６ 在实施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时ꎬ 将企

业纳税信用状况作为参考条件ꎬ 同等条件下优

先考虑 Ａ 级纳税人ꎮ
落实部门: 财政部

(四) 产业领域

１７ 申请增值电信业务给予便利和优惠ꎮ
落实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五) 社会保障领域

１８ 办理社保等业务时给予提前预约、 优

先办理、 简化流程等必要便利ꎮ
落实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六) 土地使用和管理

１９ 在政府招标供应土地时ꎬ 同等条件下

优先考虑ꎮ
落实部门: 国土资源部

(七) 环境保护领域

２０ 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等环境保

护许可事项ꎬ 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支持ꎮ
落实部门: 环境保护部

(八) 商务服务和管理

２１ 办理商务领域相关行政审批事项时ꎬ
给予 优 先 处 理 的 便 利 政 策ꎬ 缩 减 办 证 的

时间ꎮ
落实部门: 商务部

(九) 进出口便利化

２２ 以下便利化措施ꎬ 适用于海关企业信

用等级为认证企业的 Ａ 级纳税人:
(１) 适用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ꎮ
(２) 简化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ꎮ
(３) 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ꎮ
(４) 海关优先为企业设立协调员ꎬ 解决企

业进出口通关问题ꎮ
(５) 享受 ＡＥＯ 互认国家或地区海关提供

的通关便利措施ꎮ
２３ 对于海关企业信用等级为一般信用企

业的 Ａ 级纳税人ꎬ 海关优先对其开展信用培育

或提供相关培训ꎮ
落实部门: 海关总署

(十) 运输便利化

２４ 优先办理车辆通关手续ꎮ
２５ 优先核发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ꎮ
落实部门: 交通运输部

(十一) 工商行政管理

２６ 将纳税信用 Ａ 级纳税人在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上进行公告ꎮ
落实部门: 工商总局

(十二) 出入境检验检疫

２７ 适用较低的检验检疫口岸查验率ꎮ
２８ 优先安排免办 ＣＣＣ 认证货物担保放行

以及后续销毁核销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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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办理目录外 ３Ｃ 和 ３Ｃ 证书时ꎬ 予以优

先处理ꎮ
落实部门: 质检总局

(十三) 食品药品监管

３０ 建立绿色通道ꎬ 在办理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审批事项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便利

服务ꎮ
落实部门: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十四) 融资便利化

３１ 作为银行授信融资的重要参考条件ꎮ
３２ 作为优良信用记录记入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ꎮ
落实部门: 人民银行、 银监会

(十五) 证券、 保险业监管

３３ 审批证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

及保险公司设立、 变更、 从事相关业务等行为

时ꎬ 将企业信用信息作为重要参考ꎮ
３４ 在保险中介机构的设立等方面提供便

利化措施ꎮ
落实部门: 证监会、 保监会

(十六) 外汇管理

３５ 在外汇管理改革过程中ꎬ 优先选择外

汇业务合规性好的 Ａ 级纳税人作为贸易投资便

利化改革措施的先行先试对象ꎮ
落实部门: 外汇局

(十七) 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 五一

劳动奖章、 先进社会组织等评选

３６ 将纳税信用 Ａ 级纳税人情况纳入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标准ꎬ 作为评选全国文明单位的

参考条件ꎮ
３７ 在评选五一劳动奖章时同等条件下予

以优先考虑ꎮ
３８ 在评选全国性先进社会组织时予以优

先考虑ꎮ
落实部门: 中央文明办、 全国总工会、 民

政部

(十八) 其他

３９ 出台适宜在部分企业进行试点的优惠

政策、 便利服务措施时ꎬ 考虑优先选择纳税信

用 Ａ 级企业试点ꎮ
落实部门: 各有关部门

４０ 作为各部门在本行业、 本领域内向企

业、 个人和其他组织颁发荣誉证书、 嘉奖和表

彰等荣誉性称号的重要参考ꎬ 优先给予奖励和

表彰ꎮ
落实部门: 各有关部门

４１ 向 “信用中国” 网站和社会化征信机

构适时推送相关信息ꎮ
落实部门: 各有关部门

四、 联合激励的动态管理
按照 «纳税信用管理办法 (试行) » (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０ 号) 的规定ꎬ 税

务机关每年 ４ 月份确定上一年度纳税信用评价

结果ꎬ 并根据补评、 复评情况对纳税人的纳税

信用级别实施动态调整ꎮ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 Ａ 级纳税人名单

与其他领域失信名单进行交叉比对ꎬ 将未纳入

其他领域失信名单的 Ａ 级纳税人确定为联合激

励对象ꎬ 结合该企业在本领域的信用状况实施

激励ꎮ 各单位在日常监管中ꎬ 发现 Ａ 级纳税人

存在违法失信行为ꎬ 应及时通过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ꎬ 反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税务总局ꎬ
一经核实ꎬ 立即取消其参与守信联合激励资格

并及时通报各单位ꎬ 停止适用的守信联合激励

措施ꎮ
五、 其他事宜
各部门应密切协作ꎬ 积极落实本备忘录ꎬ

制定实施细则和操作流程ꎬ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底前实

现 Ａ 级纳税人信息共享和联合激励ꎮ
本备忘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ꎬ 由

相关部门协商明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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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记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

系列活动的通知
旅发 〔２０１６〕 ９３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福建、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

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等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ꎬ 旅

游委 (局):
根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 ‹中共中央宣

传部、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关于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纪念活动的请示›
的通知» (中办发 〔２０１６〕 ３２ 号) 精神ꎬ 在红

军长征途经的 １５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组

织开展以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记忆” 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系列活动ꎬ 提

出如下工作安排ꎮ
一、 总体思路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推进红色旅

游创新发展ꎬ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ꎬ 通

过开展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记忆” 红色

旅游系列活动ꎬ 着力宣传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艰苦卓绝斗争的光辉历程ꎬ 着力宣传长征

在中国革命史和我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ꎬ 着力

宣传伟大的长征精神ꎬ 激发人们参与红色旅游

的热情ꎬ 继承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ꎬ 积极培育

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

极贡献ꎮ

二、 活动安排
１ 准备 (７ 月下旬)ꎮ 召开工作协调会暨

新闻发布会ꎬ 对外发布活动事项、 流程ꎮ 长征

沿线各地做好相关准备ꎮ
２ 启动 (８ 月下旬)ꎮ 在红九军团长征出

发地福建省龙岩市举办活动启动仪式ꎮ 启动仪

式由中央文明办、 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ꎬ 邀请

红军老革命后代、 模范代表、 红色旅游企业、
志愿者及当地群众参加ꎮ

３ 各地开展活动 (８—１０ 月)ꎮ
围绕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结合当地实

际ꎬ 以长征途经地为重点ꎬ 精心组织开展长征

主题红色旅游活动ꎬ 设计开发长征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 相关旅游产品ꎬ 组织重走长征路徒步

活动ꎬ 开展长征精神宣讲ꎬ 举办长征主题摄影

展和图片展等ꎬ 弘扬长征精神ꎬ 传承红色记

忆ꎮ 江西瑞金市、 河南信阳市、 贵州遵义市、
四川广元市、 陕西延安市等长征重要节点ꎬ 参

照以下活动内容ꎬ 重点举办活动ꎮ
(１) 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ꎮ 在红色旅游景

区选取长征路线中具有革命意义的事件地点设

计线路ꎬ 积极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 青少

年、 大中学生和游客就近就便走进红色旅游景

区体验重走长征路ꎬ 接受红色教育ꎬ 传承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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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ꎬ 进行红色精神洗礼ꎮ 由北京九鼎辉煌旅

游发展研究院具体策划指导徒步活动开展ꎮ
(２) 开展长征主题精神宣讲活动ꎮ 把开展

长征精神宣讲与文明旅游宣讲等活动同纪念建

党 ９５ 周年和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结合起来ꎬ
使徒步活动成为宣传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ꎮ

(３) 在红色旅游景区组织开展 “保护红色

遗产发展红色旅游” 万名游客签名活动ꎮ 引

导游客关心红色旅游、 爱护文物、 文明出游ꎮ
(４) 举办长征精神红色旅游成果展活动ꎮ

依托红色旅游景区景点等纪念设施ꎬ 举办反映

本地革命历史的图片展、 书画展、 图书展等ꎮ
(５) 组织开展长征沿线 “红色旅游驿站”

评选活动ꎮ 以长征沿线 “农家乐” 为主ꎬ 评选

具有红色文化元素的 “红旅驿站”ꎮ
(６) 弘扬长征精神手拉手捐助红军小学活

动ꎮ 邀请红色旅游企业和社会团体支持参与捐

赠活动ꎮ
(７) 开展中小学生红色旅游征文启动仪

式ꎮ 组织广大青少年游红色旅游景区抒发情怀

写感悟ꎮ
(８) 发布弘扬长征精神的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ꎮ
４ 总结 (１０ 月下旬)ꎮ 在红一、 二、 四方

面军会师地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举办会师总结

仪式ꎮ 由中央文明办、 国家旅游局主办ꎮ 对活

动开展情况总结表彰ꎮ
三、 有关要求
１ 思想高度重视ꎮ 各地要充分认识此次主

题红色旅游系列活动的重要意义ꎬ 加强领导ꎬ
精心组织ꎬ 周密安排ꎮ 要结合实际ꎬ 紧扣主

题ꎬ 既要内容丰富ꎬ 又要注重创新、 注重效

果ꎮ 要把开展系列活动同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和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结合起来ꎬ 充分发挥系

列活动的重要作用ꎮ 各省级文明办、 旅游委

(局) 指定一名联络员ꎬ 并于 ８ 月 ８ 日前传真

至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ꎮ
２ 注重群众参与ꎮ 坚持面向基层、 协调联

动ꎬ 把统一组织活动与基层开展活动结合起

来ꎬ 相互呼应ꎬ 形成声势ꎮ 各地要充分利用红

色资源ꎬ 开展各具特色、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纪

念活动ꎬ 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ꎮ
３ 贯彻务实节俭ꎮ 系列活动既要热烈庄

重ꎬ 又要务实节俭ꎬ 讲求实效ꎬ 用长征的精神

纪念长征ꎮ 严格落实有关规定ꎬ 坚持厉行节

约ꎬ 力戒铺张浪费ꎮ 要根据当地条件和特点ꎬ
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和游客广泛参与ꎬ 突出长征

精神思想内涵ꎬ 扩大红色旅游影响力ꎬ 强化红

色旅游教育功能ꎮ
４ 认真做好总结ꎮ 开展系列活动过程中ꎬ

各地要加强宣传ꎬ 注意收集各种音像文字材

料ꎬ 认真做好活动总结ꎮ 总结、 有关材料和相

关资料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全国红办邮箱 ｈｂ＠
ｃｎｔａ ｇｏｖ ｃｎꎮ

附件: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记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系列活动联

络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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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记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系列活动

联络员表

单位: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备注

　 　 注: 请于 ８ 月 ８ 日前传真至全国红办ꎬ 联系人: 黄柄富ꎬ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２０１４６２ꎬ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２０１４６６ꎬ
邮箱: ｈｂ＠ ｃｎｔａ ｇｏｖ ｃｎꎮ

中央宣传部

关于组织开展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群众性
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中宣发 〔２０１６〕 ２５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 网信办、 文明办、 教育厅 (委、
局)、 工会、 团委、 妇联:

为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关于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纪念活

动的请示› 的通知» 精神ꎬ 大力弘扬伟大的长

征精神ꎬ 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ꎬ 提振全民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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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神ꎬ 更好地凝聚改革力量、 增强发展信心ꎬ
现对组织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

神ꎬ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

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以 “弘扬长征精神　 决胜全面小康” 为

主题ꎬ 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着力宣

传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宝贵经验ꎬ 着力

宣传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光辉

历程ꎬ 着力宣传长征在中国革命史和我军历史

上的重要地位ꎬ 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民

族精神ꎬ 激励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弘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ꎬ 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新胜利、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ꎮ
二、 主要安排
１ 广泛开展长征故事汇活动ꎮ 开展长征故

事报告会活动ꎬ 动员红军老战士、 老同志、 老

模范等用亲身经历讲述长征历史ꎬ 讴歌红军长

征的英雄事迹和红军将士的崇高精神ꎮ 开展

“五个一” 活动ꎬ 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

少年聆听一场长征主题报告会、 阅读一本长征

图书、 观看一部长征题材影视剧、 学唱一首长

征歌曲、 演讲一个长征故事ꎮ 开展社区长征诗

歌会ꎬ 组织人们传唱长征歌曲、 朗诵长征诗

词ꎮ 开展学习长征精神交流活动ꎬ 开展 “我是

长征精神传承人” 主题演讲比赛、 长征历史知

识竞赛和征文活动ꎬ 引导人们畅谈学习长征精

神、 继承先烈遗志心得体会ꎮ 制作刊发宣传图

片和公益广告ꎬ 充分利用户外大屏幕、 建筑围

挡、 灯箱、 展板、 灯杆道旗等街头阵地ꎬ 广泛

传播长征故事ꎮ 通过开展长征故事汇活动ꎬ 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入了解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和英雄壮举ꎬ 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２ 广泛开展缅怀先烈活动ꎮ 开展祭扫长征

烈士墓活动ꎬ 组织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

生ꎬ 到革命烈士陵园、 长征纪念地等开展祭扫

烈士墓、 敬献花篮、 宣读祭文、 瞻仰遗物等活

动ꎬ 缅怀长征烈士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ꎮ 开

展继承先烈遗志宣誓活动ꎬ 精心设计有庄严感

的仪式ꎬ 组织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少先队员

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ꎮ 中央主要媒体对反映

红军长征历史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进

行宣传推介ꎬ 扩大社会影响ꎮ 通过开展缅怀先

烈活动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缅怀为民族独

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矢志奋

斗、 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ꎬ 感悟热爱祖国、 忠

于人民、 无私奉献、 敢于牺牲的烈士精神ꎬ 秉

承烈士遗志ꎬ 筑牢精神支柱ꎮ
３ 广泛开展参观走访活动ꎮ 开展参观学习

活动ꎬ 红军长征沿途的 １５ 个省 (自治区、 直

辖市) 组织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ꎬ 重点

到长征主题的纪念设施、 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ꎬ 参观基本展陈、 参加学术讲座、 观看主

题影视资料ꎬ 重温革命历史、 感悟革命精神ꎮ
其他地区组织干部群众参观长征主题的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网上展馆ꎬ 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ꎮ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ꎬ 组

织干部群众走访慰问健在的红军老战士、 老同

志ꎬ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ꎬ 表达对革命英雄的敬

仰之情ꎮ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ꎮ 通过开展参观走访活动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深刻感悟红军将士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

奋斗的崇高精神ꎬ 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ꎮ
４ 广泛开展 “开学第一课” 活动ꎮ 利用秋

季开学时间节点ꎬ 在新学期开学教育、 新生入

学教育中ꎬ 开展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为

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ꎮ 向全社

会发出 “弘扬长征精神　 决胜全面小康” 的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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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ꎮ 开展升国旗仪式、 专题班队会活动ꎬ 在党

日、 团日、 班会和校园文化活动中ꎬ 组织学生

诵读校训、 传唱校歌ꎬ 参观校史馆、 校史展ꎬ
丰富教育内容和活动载体ꎮ 教育部、 中央电视

台制作播出大型公益电视节目 “开学第一课”ꎮ
５ 广泛开展网上群众性纪念活动ꎮ 中央、

地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设立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８０ 周年专题专栏ꎮ 推动人民网、 新华网

等网站和专家学者、 红军老战士等有关人员利

用好微博、 微信账号ꎬ 主动设置议题ꎬ 通过社

交网络加强正面解读ꎮ 开展网上缅怀先烈活

动ꎬ 在中央、 地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首

页显著位置建立互动平台ꎬ 开设虚拟献花、 网

上纪念堂、 网民留言等板块ꎬ 吸引网民踊跃参

与ꎮ 开展 “追寻红色记忆” 网络文化活动ꎬ 举

办 “新长征故事” 网上征文、 “新长征路上”
摄影作品网上展示等活动ꎬ 引导广大网民通过

自己的角度讲述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的实际行动和精神风貌ꎬ 展示红军长征

沿途的今昔巨变ꎮ 在广大妇女和家庭中开展

“党的女儿话初心移动互联随手拍” 活动ꎬ
通过网络及新媒体矩阵平台ꎬ 将红军长征故事

以及女红军后人讲述的优良家风接力展示、 广

泛传播ꎮ 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楹联诗

词网上征集展示活动ꎬ 人民网、 新华网、 光明

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和新浪网、 搜狐网等网站

开设专题ꎬ 面向网民征集纪念长征的作品ꎬ 利

用专题专栏进行展示和传播ꎮ 创作一批符合青

少年认知特点的长征故事动漫、 微视频、 图文

微博微信等网络文化产品ꎬ 运用微传播、 快阅

读等方式广泛传播ꎮ
三、 工作要求
１ 加强组织领导ꎮ 组织开展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纪念活动ꎬ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群众性

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ꎬ 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ꎬ 周密部署、 精心实施ꎬ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

的效果ꎮ 宣传部门要牵头抓总、 统筹推进ꎬ 网

信、 教育、 工会、 共青团、 妇联等部门要积极

履好职、 尽好责ꎬ 发挥各自优势ꎬ 形成整体工

作合力ꎮ
２ 突出思想内涵ꎮ 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

方向和舆论导向ꎬ 在事关政治原则、 政治方向

的问题上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ꎮ 要紧紧围绕

“弘扬长征精神　 决胜全面小康” 这一主题组

织开展活动ꎬ 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民族

精神ꎬ 唱响共产党好、 人民军队好、 社会主义

好的主旋律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

因、 保持革命本色ꎬ 更好地凝聚起团结奋进的

强大精神力量ꎮ
３ 吸引群众参与ꎮ 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和

群众接受特点ꎬ 创新工作理念ꎬ 创新活动内

容ꎬ 创新活动载体ꎬ 讲好中国的故事ꎬ 讲好中

国共产党的故事ꎬ 讲好人民军队的故事ꎬ 努力

提高宣传教育的说服力和影响力ꎮ 要坚持立足

城乡基层ꎬ 多运用群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

活动形式ꎬ 充分调动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 主

动性、 创造性ꎬ 努力提高主题活动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参与度ꎮ

４ 注重务实节俭ꎮ 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

定、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要求ꎬ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ꎬ 坚决反对铺张浪费ꎬ 严禁

借纪念活动名义从事商业活动ꎬ 严禁制作发放

贵重纪念品和集资摊派ꎬ 使群众性主题教育活

动既隆重热烈又务实节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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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计生协会

关于 “十三五” 期间深入推进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

国卫宣传发 〔２０１６〕 ４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卫生计生委、 党委宣传

部、 精神文明办、 教育厅 (委、 局)、 民政厅

(局)、 文化厅 (局)、 新闻出版广电局、 工会、
团委、 妇联、 计生协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

计生委、 党委宣传部 (广电局、 出版局、 精神

文明办)、 教育局、 民政局、 文化厅局、 工会、
团委、 妇联、 计生协: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自 １９９８ 年开展以

来ꎬ 已形成了国家倡导、 社会动员、 群众参与

的工作格局ꎬ 对普及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知

识、 转变群众婚育观念、 传播新型婚育文化和

稳定适度生育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当前ꎬ 我国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ꎬ

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开始减少ꎬ 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ꎻ 群众生育观念发生重大转变ꎬ 少

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ꎻ 家庭规模

小型化ꎬ 养老抚幼功能弱化ꎻ 我国仍处于城镇

化快速发展阶段ꎬ 人口流动迁移保持活跃ꎻ 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手段迅速发展ꎬ 育龄群众

信息接收渠道发生转变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ꎬ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ꎬ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

本国策ꎬ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ꎬ 全面实施一对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ꎬ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

龄化行动ꎬ 注重家庭发展ꎮ 为 “十三五” 期间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

动ꎬ 提出如下意见:
一、 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 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ꎬ 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的决定» 为中心ꎬ 以坚持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为主线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创新宣传方式方法ꎬ 发挥先行先导

作用ꎬ 建设适应新时期人口形势、 促进人的健

康和全面发展、 体现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

的新型婚育文化ꎮ
二、 活动目标
面向基层、 面向群众、 面向家庭ꎬ 以培育

“婚育文明、 性别平等ꎻ 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ꎻ
生活健康、 家庭幸福” 的新型婚育文化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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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 以倡导文明婚育、 传播健康知识、 弘扬家

庭美德为主要任务ꎬ 设定年度主题ꎬ 动员全社

会力量ꎬ 通过宣传倡导、 优质服务和政策推

动ꎬ 增强全社会的人口国情、 计划生育基本国

策意识ꎬ 推进婚育文明建设ꎮ 到 “十三五” 期

末ꎬ ８０％以上地级市 (州) 开展婚育新风进万

家活动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实现中国梦创

造良好的人口环境ꎮ
三、 基本原则
(一) 争取各级党委、 政府的统一领导ꎬ

省、 地市、 县、 乡、 村分级科学制订方案ꎬ 统

筹规划目标ꎬ 合理安排活动ꎮ
(二)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ꎬ 以人的全面发

展为目标ꎬ 不断满足群众对新时期计划生育服

务的新期待ꎬ 努力创新宣传思维、 宣传内容和

宣传手段ꎮ
(三) 调动和发挥各级基层组织在联系群

众、 服务家庭方面的独特优势ꎬ 以家庭为单位

开展创建活动ꎬ 关注家庭需求ꎬ 着眼家庭发

展ꎬ 服务家庭成员ꎮ
(四) 发挥各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ꎬ 加强

对活动的指导协调ꎬ 形成工作合力ꎮ 动员广大

人民群众广泛参与ꎬ 强化群众的主体地位ꎮ
(五) 针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形势和面临的

婚育风俗主要问题ꎬ 不同人群、 不同家庭的实

际特点和需求ꎬ 开展有针对性的精准宣传活

动ꎮ 重点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的工作力度ꎬ 加

强对弱势人群的关怀和扶助ꎬ 讲求实际效果ꎮ
确定年度主题ꎬ 围绕年度主题策划重点宣传

活动ꎮ
四、 主要任务
(一) 宣传依法按政策生育ꎬ 建设新型婚

育文明ꎮ 广泛宣传我国人口国情以及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ꎬ 全面准确解读全面两孩政策ꎬ 加强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宣传ꎬ 及时公开计划

生育相关服务信息ꎬ 引导广大群众负责任、 有

计划地安排生育ꎮ 落实并宣传生育登记服务制

度ꎬ 方便群众办事ꎬ 切实使这一制度成为新的

“民心工程”ꎮ 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婚姻观念ꎬ 维护平等、 文明、 和谐的婚姻关

系ꎬ 倡导婚事简办ꎬ 反对包办婚姻、 违法早

婚、 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ꎮ 营造夫妻平

等氛围ꎬ 促进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ꎮ 积极倡

导保障妇女合法权益ꎬ 不断提高社会性别平等

意识ꎬ 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趋向自然平衡ꎮ
(二) 推广妇幼健康优质服务ꎬ 提高妇幼

健康水平ꎮ 深化开展关爱女孩行动ꎮ 大力宣传

卫生计生惠民政策ꎬ 推广母子健康手册ꎬ 以科

学备孕、 孕产期保健、 安全分娩、 新生儿安全

为重点ꎬ 制订专项健康教育计划ꎬ 结合母亲

节、 儿童节等时间节点ꎬ 对育龄人群开展有针

对性的健康教育ꎮ 引导孕产妇合理选择助产服

务机构ꎬ 动员高龄孕妇到二级以上医院、 妇幼

保健院接受孕产期保健服务和分娩ꎮ 倡导公共

场所和工作场所结合需求设置母乳喂养室ꎮ 加

强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ꎬ 减少非意愿妊

娠ꎮ 加强更年期生理心理教育ꎬ 提供更年期生

殖保健服务ꎮ
(三)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ꎬ 促进家庭幸福ꎮ

广泛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和理念ꎬ 提升全民健康

意识和健康素养ꎬ 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ꎬ
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能力和健康水平ꎮ 广泛传

播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和实践ꎬ 提

升老年人幸福感ꎮ 关怀计划生育家庭ꎬ 妥善解

决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生活照料、 养老保障、
大病治疗和精神慰藉等问题ꎮ 引导家庭成员树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

幼等传统美德ꎬ 强化家庭养老抚幼功能与亲情

氛围ꎬ 树立良好家风家规ꎮ
五、 工作要求
(一)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ꎬ 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纳入重

要议事日程、 纳入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ꎬ
健全组织机构ꎬ 制订发展计划ꎮ 要进一步完善

经费投入保障机制ꎬ 为活动顺利开展提供有力

保障ꎮ
(二) 建立健全部门协调机制ꎬ 各司其职ꎬ

形成合力ꎮ 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ꎬ 制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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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ꎮ 积极动员工会、 共青团、 妇联、 计生协

等群众团体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推动活动

的重要力量ꎮ
(三) 持续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宣传ꎬ 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兴媒体ꎬ 通过报刊、
广播、 电视、 互联网、 手机短信等ꎬ 广泛传播

婚育新风尚ꎮ 鼓励和引导婚育家庭题材文艺作

品创作ꎬ 发挥新家庭文化屋效用ꎬ 促进 “送文

化” 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ꎬ 加大政府对面向基

层文艺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度ꎮ 改进宣传品开

发制作ꎬ 坚守传统宣传阵地ꎬ 多使用育龄群众

喜闻乐见的动漫、 游戏、 流行歌曲、 微视频等

形式ꎬ 使宣传更加深入人心ꎮ 利用重大节日、
纪念日、 活动日等宣传节点组织形式多样的社

会宣传活动ꎬ 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和志愿者广泛

参与ꎮ

附件: 部门职责

附件

部门职责

党委宣传部门: 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纳

入本部门总体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ꎬ 列入

文化、 科技、 卫生 “三下乡” 活动安排ꎬ 协调

报刊、 广播、 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ꎬ 做好相关

的宣传报道工作ꎮ
精神文明建设部门: 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

动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结合文明家庭创

建ꎬ 推动家庭婚育文化建设ꎮ
教育部门: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社会教

育相结合ꎬ 利用相关课程和主题活动ꎬ 引导青

少年了解我国的人口国情ꎬ 普及青春期健康教

育知识ꎬ 提高青少年自我保健能力ꎬ 提高青少

年的家庭责任感ꎬ 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ꎮ
民政部门: 为开展婚前保健、 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等宣传教育提供便利ꎮ 在民生工程、
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 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和社

区建设中ꎬ 开展家庭婚育文化建设ꎬ 发展社会

福利ꎬ 提供社会保障和社区服务ꎬ 优先照顾和

扶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ꎬ 做好老年人服务和

养老保障工作ꎮ
文化部门: 引导、 鼓励创作以婚育新风为

主题的群众文艺作品ꎬ 充分发挥文艺团体、 公

益性文化单位以及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重要作

用ꎬ 大力宣传和普及家庭婚育文化知识ꎮ

卫生计生部门: 制定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第五阶段工作方案ꎬ 细化年度工作方案并组织

实施ꎬ 指导家庭婚育文化建设ꎬ 落实活动项目ꎬ
组织单位开展工作ꎮ 开展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

咨询服务工作ꎬ 开展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 妇幼

保健和性别平等的宣传教育、 咨询与技术服务ꎮ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 鼓励制作出版以婚育

新风为主题的电影、 电视剧、 专题片、 科普

片、 图书、 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等文化产品

和宣传品ꎬ 并配合卫生计生部门做好对婚育新

风进万家活动的重点宣传ꎬ 防止负面炒作ꎮ 加

大新家庭文化屋的普及和推广力度ꎮ
工会: 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纳入工会组

织的宣传教育工作ꎬ 发挥工会报刊、 网站和工人

文化宫、 职工书屋等工会文化设施的作用ꎬ 在青

年职工、 特别是农民工中积极倡导婚育新风ꎮ
共青团: 号召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到婚育

新风进万家活动中ꎬ 引导广大青年适龄结婚ꎬ
婚事简办ꎻ 适龄生育ꎬ 按政策生育ꎻ 计划生

育ꎬ 优生优育ꎮ
妇联: 倡导妇女适龄婚育ꎬ 反对早婚早

育ꎮ 结合基层妇女工作ꎬ 组织妇女积极参与婚

育新风进万家活动ꎬ 与 “双学双比” “巾帼建

功” “五好文明家庭创建” 和 “寻找最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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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等活动有机结合ꎮ
计生协会: 动员协会会员和群众广泛参与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ꎮ 与 “ ５２９ 会员活动

日”、 计生基层群众自治、 生育关怀行动、 少

数民族生殖健康促进、 幸福家庭创建活动等工

作相结合ꎬ 围绕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 生殖健

康、 帮扶计生家庭等方面ꎬ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

传服务活动ꎬ 倡导科学文明生育观念ꎬ 提高群

众生殖健康意识ꎬ 依法维护计生家庭合法权

益ꎬ 促进家庭和谐幸福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司法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
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印发 «关于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
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１９６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

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

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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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等有关要求ꎬ 加快推进食品药

品领域信用体系建设ꎬ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人民银行、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

信办、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科技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司法部、 财政部、 国土

资源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

会、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全

国工商联等部门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ꎮ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

者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附件

关于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
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

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

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等有关要求ꎬ 加快推进食品药

品领域信用体系建设ꎬ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人民银行、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

信办、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科技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司法部、 财政部、 国土

资源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

会、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全

国工商联等部门就针对食品药品领域严重失信

者开展联合惩戒工作达成以下意见ꎮ
一、 联合惩戒的对象
联合惩戒对象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

布的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食品 (含食品添加

剂)、 药品、 化妆品、 医疗器械 (以下简称食

品药品) 生产经营者ꎮ 该生产经营者为企业

的ꎬ 联合惩戒对象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

有直接责任的有关人员ꎻ 该生产经营者为其他

经济组织的ꎬ 联合惩戒对象为其他经济组织及

其负责人ꎻ 该生产经营者为自然人的ꎬ 联合惩

戒对象为本人ꎮ
二、 联合惩戒措施、 操作程序及依据
(一)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采取的惩戒

措施

依据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失信情

节的严重程度ꎬ 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１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加密日常监督检查

频次ꎬ 提升企业风险管理等级ꎻ 至少每半年对

企业进货查验、 索证索票、 出厂检验、 企业自

查等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 深入

的监督检查ꎮ
２ 在一定期限内限制从事食品药品生产经

营活动ꎮ
３ 责令企业定期开展食品药品安全自查或

者邀请第三方进行检查评价ꎮ
４ 对严重失信者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ꎬ 从

严从重处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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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国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ꎮ

(二) 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１ 在申请政府性资金支持时ꎬ 采取从严审

核或降低支持力度或不予支持等限制措施ꎮ
２ 在申请发行企业债券时ꎬ 将其列入 “从

严审核” 类ꎬ 并在发行额度方面予以限制ꎻ 依

法限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ꎮ
３ 在申请粮食和食糖进口关税配额时ꎬ 将

其失信信息作为限制配额依据ꎮ
４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其参与政府采购

活动ꎮ
５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ꎮ
６ 在申请信贷融资或办理信用卡时ꎬ 金融

机构将其失信信息作为审核的重要参考因素ꎮ
７ 在股票发行审核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审核中ꎬ 将其失信信息作为

重要参考ꎮ
８ 在审批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及期货

公司的设立及变更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时ꎬ 将其失信信息作为审批的重要

参考ꎮ
９ 对严重失信的自然人ꎬ 依法限制其担任

上市公司、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

司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ꎬ 对其证

券、 基金、 期货从业资格申请予以从严审核ꎬ
对已成为证券、 基金、 期货从业人员的相关主

体予以重点关注ꎮ
１０ 对严重失信的自然人ꎬ 依法限制其担

任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ꎮ

１１ 在申请办理通关业务时ꎬ 对其进出口

货物加大监管力度ꎬ 加强单证审核和布控

查验ꎮ
１２ 对申请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ꎬ 不

予通过认证ꎻ 对已经成为认证企业的ꎬ 按照规

定下调企业信用等级ꎮ

１３ 在申请国境口岸卫生许可时ꎬ 检验检

疫部门可不予受理或不予许可ꎮ
１４ 列入税收管理重点监控对象ꎬ 加强纳

税评估ꎬ 提高监督检查频次ꎬ 并对其享受税收

优惠从严审核ꎮ
１５ 限制新的科技扶持项目ꎬ 将其严重失

信行为计入科研信用记录ꎬ 并依据有关规定暂

停审批其新的科技项目扶持资金申报等ꎮ
１６ 对广播电台、 电视台、 报刊音像出版

单位等媒体发布其广告依法加强管理ꎮ
１７ 限制新网站开办ꎬ 在申请经营性互联

网信息服务时ꎬ 将其失信信息作为审核相关许

可的重要参考ꎮ 对于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定

违规提供食品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严重失信

者ꎬ 不得同意其备案或许可ꎮ
１８ 协调相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向

社会公布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名单ꎮ
１９ 按程序及时撤销相关荣誉称号ꎬ 取消

参加评先评优的资格ꎮ
三、 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一)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通过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 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信

息技术手段定期向参与失信联合惩戒的部门

提供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名单信

息ꎮ 同时ꎬ 相关名单信息在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门户网站、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

“信用中国” 网站进行公示ꎮ 相关部门收到

相关名单后ꎬ 根据本备忘录约定的内容对其

实施惩戒ꎮ
(二) 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ꎬ 相关

部门定期将联合惩戒措施的实施情况在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联合惩戒子系统推送ꎮ
(三) 涉及地方事权的ꎬ 由地方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推送相关严重失信者信息至其他

部门ꎬ 由 其 他 部 门 按 照 备 忘 录 采 取 惩 戒

措施ꎮ
四、 信用惩戒动态管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药品生产经

营严重失信者名单进行动态管理ꎬ 及时更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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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ꎬ 并及时推送至参与失信联合惩戒的相

关部门ꎮ 对于从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

名单中撤销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ꎬ 相关部门

应及时停止实施惩戒措施ꎮ

五、 其他事宜
各部门应积极落实本备忘录ꎬ 具体合作细

节由各部门另行协商ꎮ

附录

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１ 在申请政府性

资金 支 持 时ꎬ 采

取从严审核或降

低支持力度或不

予 支 持 等 限 制

措施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各级人民政府、
财政 部、 国 家

发展改革委

２ 在申请发行企

业债 券 时ꎬ 将 其

列入 “从严审核”
类ꎬ 并 在 发 行 额

度方面予以限制ꎻ
依法限制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

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
对食品药品安全、 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 医疗卫生、 工程建设、 教育科

研、 电子商务、 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经济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ꎬ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率先推进在行政管理

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５７ 号)

二、 从严审核类

对于以下两类发债申请ꎬ 要从严审核ꎬ 有效防范市场风险ꎮ
(二) 企业信用等级较低ꎬ 负债率高ꎬ 债券余额较大或运作不规范、 资产

不实、 偿债措施较弱的发债申请ꎮ
２ 企业及所在地地方政府或为其提供承销服务的券商有不尽职或不诚信记录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 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

项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０８〕 ７ 号)
二、 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应符合下列条件:
(七)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１３ 号)
第十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ꎬ 或公司存在其

他重大违法行为ꎻ
(四)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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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３ 在申请粮食和

食糖进口关税配

额时ꎬ 将 其 失 信

信息作为限制配

额依据ꎮ

«２０１６ 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和分配原则»
二、 申领条件

２０１６ 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者基本条件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在工商

管理部门登记注册ꎻ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纳税记录和诚信情况ꎻ 严格执行粮

食流通统计制度ꎬ 遵守粮食经营者最低最高库存规定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在海关、
工商、 税务、 外汇、 检验检疫、 粮食流通、 环保等方面无违规记录ꎬ 无不良贷

款信用记录ꎬ 没有违反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 的行为ꎮ

«关于 ２０１６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的公告»
三、 申请者基本条件

(一)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ꎬ 并进行了年度

报告公示ꎻ
(二)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在海关、 外汇、 工商、 税务、 质检、 社会保障、

环保、 行业自律等方面无违规记录ꎻ
(三) 没有违反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 和 «２０１５ 年食糖

进口关税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 的行为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商务部

４ 在一定期限内

依法禁止其参与

政府采购活动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ꎻ
(二)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ꎻ
(三)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ꎻ
(四)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ꎻ
(五)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ꎬ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ꎻ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ꎮ 加强政府采购信用管理ꎬ 强化联动惩戒ꎬ 保护政

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制定供应商、 评审专家、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以及相

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标准ꎮ 依法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单ꎬ 对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ꎬ 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ꎮ 完善

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ꎬ 充分利用工商、 税务、 金融、 检察等其他部

门提供的信用信息ꎬ 加强对政府采购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信用管理ꎮ 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ꎬ 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ꎬ 实现信用信息

的统一发布和共享ꎮ

财政部

５ 限制取得政府

供应土地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国土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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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企业信息公开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６５４ 号)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

制ꎬ 在政府采购、 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ꎬ 将企

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ꎬ 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ꎮ

６ 在申请信贷融

资或办理信用卡

时ꎬ 金 融 机 构 将

其失信信息作为

审核的重要参考

因素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人民 银 行、 银

监会

７ 在股票发行审

核及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公开转让审核

中ꎬ 将 其 失 信 信

息作为重要参考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十三条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ꎬ 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ꎻ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２２ 号)
第十八条　 发行人不得有下列情形:
(二) 最近 ３６ 个月内违反工商、 税收、 土地、 环保、 海关以及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ꎬ 受到行政处罚ꎬ 且情节严重ꎻ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９９ 号)
第二十一条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损害投

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３０ 号)
第九条　 上市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ꎬ 且不存在

下列重大违法行为:
(二) 违反工商、 税收、 土地、 环保、 海关法律、 行政法规或规章ꎬ 受到

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ꎬ 或者受到刑事处罚ꎻ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００ 号)
第十条　 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发行证券: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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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三)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

节严重ꎬ 或者受到刑事处罚ꎻ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９６ 号)
第三条　 公众公司应当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 本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ꎬ

做到股权明晰ꎬ 合法规范经营ꎬ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ꎬ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ꎮ

８ 在审批证券公

司、 基 金 管 理 公

司及期货公司的

设立及变更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

东、 实 际 控 制 人

时ꎬ 将 其 失 信 信

息作为审批的重

要参考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　 设立证券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

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十三条　 设立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ꎬ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三) 主要股东应当具有经营金融业务或者管理金融机构的良好业绩、 良

好的财务状况和社会信誉ꎬ 资产规模达到国务院规定的标准ꎬ 最近三年没有违

法记录ꎻ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６２７ 号)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期货公司ꎬ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

规定ꎬ 并具备下列条件:
(四) 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 ３ 年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ꎻ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２２ 号)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ꎬ 不得成为持有证券公司 ５％以

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一) 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ꎬ 刑罚执行完毕未逾 ３ 年ꎻ
(四)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ꎮ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８４ 号)
第七条　 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ꎬ 出资或者持有股份占基金管理公司注册

资本的比例 (以下简称持股比例) 在 ５％以上的股东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 最近 ３ 年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ꎻ
(六) 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ꎬ 最近 ３ 年在金融监管、 税务、 工商等行政机

关ꎬ 以及自律管理、 商业银行等机构无不良记录ꎮ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１０ 号)
第七条　 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ꎬ 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四) 近 ３ 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ꎻ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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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９ 对严重失信的

自然 人ꎬ 依 法 限

制其担任上市公

司、 证 券 公 司、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期货公司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等ꎬ 对 其 证

券、 基 金、 期 货

从业资格申请予

以从 严 审 核ꎬ 对

已成 为 证 券、 基

金、 期 货 从 业 人

员的相关主体予

以重点关注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
(四)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公司、 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ꎬ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ꎬ 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ꎻ

«证券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８８ 号)
第八条　 取得证券公司董事、 监事、 高管人员和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

格ꎬ 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 正直诚实ꎬ 品行良好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担任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
(二) 对所任职的公司、 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或者因违法被吊销营业

执照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 监事、 厂长、 高级管理人员ꎬ 自该公司、 企业破产

清算终结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五年的ꎻ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２３ 号)
第四条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ꎬ 遵

守公司章程和行业规范ꎬ 恪守诚信ꎬ 审慎勤勉ꎬ 忠实尽责ꎬ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ꎮ

«期货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４７ 号)
第六条　 申请期货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ꎬ 应当具有

诚实守信的品质、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营管理能力ꎮ

«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４ 号)
第十条　 取得从业资格的人员ꎬ 符合下列条件的ꎬ 可以通过机构申请执业

证书:
(五) 品行端正ꎬ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ꎻ

«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４８ 号)
第十条　 机构任用具有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且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从事

期货业务的ꎬ 应当为其办理从业资格申请:
(一) 品行端正ꎬ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ꎻ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０５ 号)
第四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和从事私募基金托管业务的机构 (以下简称私

募基金托管人) 管理、 运用私募基金财产ꎬ 从事私募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

(以下简称私募基金销售机构) 及其他私募服务机构从事私募基金服务活动ꎬ
应当恪尽职守ꎬ 履行诚实信用、 谨慎勤勉的义务ꎮ

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ꎬ 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ꎮ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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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１０ 对严重失信的

自然 人ꎬ 依 法 限

制其担任食品药

品生产经营企业

法定 代 表 人、 董

事、 监 事 和 高 级

管理人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三十五条　 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法定代表人、 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ꎬ 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ꎮ
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ꎬ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管理工作ꎬ 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七十五条　 从事生产、 销售假药及生产、 销售劣药情节严重的企业或者

其他单位ꎬ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

产、 经营活动ꎮ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 ９０ 号)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ꎬ 企业登记机关不予核

准登记: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ꎻ
(二)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ꎻ
(三) 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ꎻ
(四) 因犯有贪污贿赂罪、 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罪ꎬ 被判处刑罚ꎬ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ꎻ 因犯有其他罪ꎬ 被判处刑罚ꎬ 执行期

满未逾三年的ꎻ 或者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ꎬ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ꎻ
(五) 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 经理ꎬ 并

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ꎬ 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的ꎻ
(六)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ꎬ 并对该企业违法

行为负有个人责任ꎬ 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ꎻ
(七) 个人负债数额较大ꎬ 到期未清偿的ꎻ
(八) 有法律和国务院规定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情形的ꎮ

工商总局

１１ 在申请办理通

关业 务 时ꎬ 对 其

进出口货物加大

监管 力 度ꎬ 加 强

单证审核和布控

查验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海关 总 署、 质

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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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１２ 对申请适用海

关认证企业管理

的ꎬ 不 予 通 过 认

证ꎻ 对 已 经 成 为

认证 企 业 的ꎬ 按

照规定下调企业

信用等级ꎮ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海关总署 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２ 公告)
(九) 未有不良外部信用企业或者其企业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负责关

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财务负责人连续 １ 年在工商、 商务、 税务、 银行、 外汇、
检验检疫、 公安、 检察院、 法院等部门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失信企业或者

人员名单、 黑名单企业、 人员ꎮ

海关总署

１３ 在申请国境口

岸 卫 生 许 可 时ꎬ
检验检疫部门可

不予受理或不予

许可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

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ꎮ

质检总局

１４ 列入税收管理

重 点 监 控 对 象ꎬ
加 强 纳 税 评 估ꎬ
提高监督检查频

次ꎬ 并 对 其 享 受

税 收 优 惠 从 严

审核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税务总局

１５ 限制新的科技

扶持 项 目ꎬ 将 其

严重失信行为计

入科研信用记录ꎬ
并依据有关规定

暂停审批其新的

科技项目扶持资

金申报等ꎮ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科学技术部令第 ５ 号)
第八条　 申请项目的申请者 (包括单位或个人) 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 符合该计划对申请者的主体资格 (包括法人性质、 经济性质、 国

籍) 等方面要求ꎻ
(二) 在相关研究领域和专业应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技术优势ꎻ
(三) 具有为完成项目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ꎻ
(四) 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研究积累ꎻ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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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五) 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ꎻ
(六) 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ꎮ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１１ 号)
(二十二) 完善科研信用管理ꎮ 建立覆盖指南编制、 项目申请、 评估评

审、 立项、 执行、 验收全过程的科研信用记录制度ꎬ 由项目主管部门委托专业

机构对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 评估评审专家、 中介机构等参与主体进行信

用评级ꎬ 并按信用评级实行分类管理ꎮ 各项目主管部门应共享信用评价信息ꎮ
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ꎬ 将严重不良信用记录者记入 “黑名单”ꎬ 阶段性或永久

取消其申请中央财政资助项目或参与项目管理的资格ꎮ

１６ 对广播电台、
电视 台、 报 刊 音

像出版单位等媒

体发布其广告依

法加强管理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六十八条　 广播电台、 电视台、 报刊音像出版单位发布违法广告ꎬ 或者

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ꎬ 或者以介绍健康、 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

疗、 药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广告ꎬ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法给予处罚

的ꎬ 应当通报新闻出版广电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ꎮ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以及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ꎻ 情节严

重的ꎬ 并可以暂停媒体的广告发布业务ꎮ

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

１７ 限制新网站开

办ꎬ 在 申 请 经 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

务时ꎬ 将 其 失 信

信息作为审核相

关许可的重要参

考ꎮ 对 于 经 食 品

药品监管部门认

定违规提供食品

药品互联网信息

服务的严重失信

者ꎬ 不 得 同 意 其

备案或许可ꎮ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 ２９２ 号)
第五条　 从事新闻、 出版、 教育、 医疗保健、 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

服务ꎬ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ꎬ 在

申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ꎬ 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ꎮ
第十八条　 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电信管理机

构ꎬ 依法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ꎮ
新闻、 出版、 教育、 卫生、 药品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和公安、 国家安

全等有关主管部门ꎬ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互联网信息内容实施监督管理ꎮ
第二十条　 制作、 复制、 发布、 传播本办法第十五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信

息ꎬ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ꎻ 尚不构成犯罪的ꎬ 由公安机关、 国家安

全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

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ꎻ 对经营性互联

网信息服务提供者ꎬ 并由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ꎬ 通知企

业登记机关ꎻ 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ꎬ 并由备案机关责令暂时关闭

网站直至关闭网站ꎮ

«关于建立境内违法互联网站黑名单管理制度的通知» (工信部联电管

〔２００９〕 ３７１ 号)
二十、 对于列入违法互联网站黑名单的境内互联网站ꎬ 涉及获准从事新

闻、 出版、 教育、 医疗保健、 药品和医疗器械、 文化、 视听节目服务等互联网

信息服务的ꎬ 互联网相关管理部门应取消相应批准ꎮ 有经营许可的ꎬ 互联网相

工 业 和 信 息

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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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法规依据 实施单位

关管理部门应将依法取消批准的意见ꎬ 抄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相应经

营范围变更或注销登记ꎮ
二十一、 对于新申办的网站ꎬ 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应认真审核ꎮ 如发现其

属于已列入违法互联网站黑名单的网站 (即网站名称、 网站域名、 网站主办

者身份信息与违法互联网站黑名单记录的信息均相同的)ꎬ 互联网行业主管部

门不得再同意其备案或许可ꎬ 各互联网相关管理部门不得再批准其提供新闻、
出版、 教育、 医疗保健、 药品和医疗器械、 文化、 视听节目服务等互联网信息

服务ꎬ 公益性互联单位和各相关电信企业不得再为其提供相关接入服务ꎬ 域名

注册单位不得再为其提供域名解析服务ꎮ

１８ 协调相关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

单位向社会公布

食品药品生产经

营 严 重 失 信 者

名单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九条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一) 涉及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ꎻ
(二) 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ꎻ
(三) 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 职能、 办事程序等情况的ꎻ
(四) 其他依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ꎮ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信息产业部令笫 ３７号)
第三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ꎬ 应当遵守宪

法、 法律和法规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ꎬ 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ꎬ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ꎮ
国家鼓励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传播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 推动经济发

展、 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 文明的新闻信息ꎮ

中央网信办

１９ 按程序及时撤

销相关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

优的资格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中央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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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
政法委员会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国家旅游局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公务员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文物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归国
华侨联合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

关于印发 «关于实施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
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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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中发 〔２０１５〕
４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

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

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等文

件精神ꎬ 树立青年志愿者诚信典型ꎬ 加大守信

激励力度ꎬ 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ꎬ 促进

全社会形成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良好氛

围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共青团中

央、 中央宣传部、 中央政法委、 中央编办、 中

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

部、 安全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

部、 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 体育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 知识产权局、 旅游局、 法制办、 银监

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公务员局、 民航局、 文

物局、 外汇局、 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联、 中国

科协、 中国侨联、 全国工商联、 中国残联、 铁

路总公司联合签署了 «关于实施优秀青年志愿

者守信联合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

行动计划»ꎮ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实施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

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

附件

关于实施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
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中发 〔２０１５〕
４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

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

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等文

件精神ꎬ 树立青年志愿者诚信典型ꎬ 加大守信

激励力度ꎬ 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ꎬ 促进

全社会形成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良好氛

围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共青团中

央、 中央宣传部、 中央政法委、 中央编办、 中

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

部、 安全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

部、 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 体育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 知识产权局、 旅游局、 法制办、 银监

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公务员局、 民航局、 文

物局、 外汇局、 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联、 中国

科协、 中国侨联、 全国工商联、 中国残联、 铁

路总公司等部门特制定本计划ꎮ
一、 重要意义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ꎮ 建设青

年信用体系ꎬ 在青年一代中培育和践行诚信观

念ꎬ 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ꎬ 构建诚信社会

的重要要求ꎮ 青年志愿者高扬 “奉献、 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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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 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ꎬ 是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ꎮ 对优秀青年志愿者实

施守信联合激励ꎬ 有利于在广大青年中树立激

励诚信的正确导向ꎬ 让守信青年有获得感ꎻ 有

利于探索完善覆盖全体志愿者的守信联合激励

运行机制ꎬ 营造弘扬诚信的社会氛围ꎬ 加快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ꎮ
二、 联合激励对象
联合激励对象为优秀青年志愿者ꎬ 是指有

良好的志愿服务记录、 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

录的 ５Ａ 级青年志愿者ꎮ 依据 «志愿服务记录

办法» (民函 〔２０１２〕 ３４０ 号)、 «中国注册志

愿者管理办法» (中青发 〔２０１３〕 ２３ 号)ꎬ 以

“志愿中国” 网站注册志愿者数据为基础ꎬ 以

志愿服务时长、 频次、 单次服务时长三个主要

因素ꎬ 综合考虑获奖、 社会评价等方面因素ꎬ
建立青年志愿者信用评价的指标体系ꎬ 将青年

志愿者划分为 １Ａ—５Ａ 五个等级ꎮ ５Ａ 级青年志

愿者约占青年志愿者总人数的 ５％ꎮ
三、 信息共享与联合激励实施方式
共青团中央建设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

系统ꎬ 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通对接ꎮ 共

青团中央在获得个人授权的前提下ꎬ 通过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签署本行动计划的相关部

门和单位提供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ꎬ 并按照有

关规定动态更新ꎮ 同时ꎬ 在 “信用中国” 网

站、 “志愿中国” 网站、 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

激励系统、 共青团中央门户网站等向社会公

布ꎮ 各部门和单位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获取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ꎬ 执行或者协助执行

本行动计划规定的激励措施ꎬ 并按季度将执行

情况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反馈至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共青团中央ꎮ
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优

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行动计划ꎮ 共青

团中央通过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系统或

其他方式提供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ꎬ 参与本

行动计划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按照有关

约定执行激励措施ꎮ 各有关部门各地方可以

在行政审批、 项目申请、 评选表彰等方面给

予参与本行动计划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一定便利和支持ꎮ
本行动计划提出的激励措施依据实际情况

进行动态更新ꎬ 具体执行时由激励措施发起方

和执行方协商进行ꎮ 各部门应积极研究ꎬ 不断

丰富和完善相关激励措施ꎬ 为对全体优秀志愿

者实施守信联合激励提供基础ꎮ
四、 联合激励对象的动态管理
共青团中央通过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

系统实时、 动态监控联合激励对象的诚信守法

情况ꎬ 一经发现存在违法失信行为的ꎬ 立即取

消参与守信联合激励资格并及时通报各单位ꎬ
停止其适用的守信联合激励措施ꎮ 各单位在日

常监管中ꎬ 发现联合激励对象存在违法失信行

为ꎬ 应及时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ꎬ 反馈

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共青团中央ꎬ 提供有关情

况并建议停止其适用的守信联合激励措施ꎮ 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优秀青年志愿者名单与

其他领域失信名单进行交叉比对ꎬ 将未纳入其

他任何领域失信名单的优秀青年志愿者确定为

联合激励对象ꎮ
五、 激励措施及负责单位
(一) 教育服务和管理

１ 鼓励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优秀青

年志愿者ꎮ (教育部负责)
２ 在评优评先、 公派出国等遴选中ꎬ 鼓励

相关单位同等条件对优秀青年志愿者予以优先

考虑ꎮ (教育部、 各有关部门负责)
３ 为符合规定的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职业

培训补贴ꎬ 优先安排各类培训ꎮ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教育部负责)
４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优秀志

愿者ꎬ 服务期满 ２ 年且考核合格的志愿者ꎬ ３
年内报考研究生ꎬ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ꎮ (教
育部、 各有关部门负责)

(二) 就业和创新创业服务

５ 鼓励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用优秀青年志愿者ꎬ 将志愿活动情况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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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评优评先等活动的考评指标ꎬ 对积极参加青

年志愿活动的公务员ꎬ 考核其道德品行时应注

意了解相关情况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

央组织部负责)
６ 优先向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公共就业服

务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７ 优秀青年志愿者优先获得中国青年企业

家协会会员企业、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

事单位及有关项目合作单位实习、 就业机会ꎮ
对优秀大学生志愿者ꎬ 优先推荐参加各级大学

生骨干培养学校及中央国家机关大学生 ( “紫
光阁” ) 实习计划ꎮ (共青团中央负责)

８ 对优秀青年志愿者担任法人代表的企

业ꎬ 在税收管理、 企业债发行等行政审批事项

受理中实施 “绿色通道” 和 “容缺受理” 等便

利服务措施ꎬ 部分申报材料 (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要求提供的材料除外) 不齐备的ꎬ 如书

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ꎬ 可先行受理ꎬ 加快

办理进度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税务总局等相

关部门负责)
９ 对创业的优秀青年志愿者ꎬ 同等条件下

优先获得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提供的创业

培训、 金融扶持、 孵化器 (中国青年创业社

区) 入驻等专业服务ꎮ (共青团中央负责)
１０ 优秀青年志愿者所创企业ꎬ 经营状况

良好的ꎬ 由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授予相关

证书或牌匾ꎬ 帮助企业开拓市场ꎮ (共青团中

央负责)
１１ 对优秀青年志愿者ꎬ 按照有关规定ꎬ

在专利申请、 商标注册和版权登记等方面提供

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优先、 加快服务ꎮ (知识产

权局、 工商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
１２ 对优秀青年志愿者担任法人代表的企

业ꎬ 按照下列条件使用海关进出口便利化措

施ꎮ 企业信用等级为认证企业的ꎬ 适用以下便

利化措施: (１) 适用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ꎻ
(２) 简化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ꎻ (３) 优先办理

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ꎻ (４) 海关优先为企业设

立协调员ꎬ 解决企业进出口通关问题ꎻ (５) 享

受 ＡＥＯ 互认国家或地区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

措施ꎮ
企业信用等级为一般信用企业的ꎬ 海关优

先对其开展信用培育或提供相关培训ꎮ (海关

总署负责)
１３ 优先向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优质的工

商登记指导和便利的登记注册服务ꎮ 对优秀青

年志愿者投资设立的无债权债务或未开业企业

优先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程序ꎮ (工商总局负责)
(三) 社会保障服务

１４ 在优秀青年志愿者为其直系亲属申办

入住公办养老机构时提供便利ꎬ 对符合条件的

给予适当养老服务补贴ꎮ (民政部、 卫生计生

委负责)
１５ 在婚姻登记服务、 颁证服务与婚姻家

庭辅导服务等方面对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便

利ꎻ 在收养工作中将家庭成员参与志愿服务情

况作为判断家庭收养能力的一个因素ꎮ (民政

部负责)
１６ 在申请危房改造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优

秀青年志愿者提供便利和优惠ꎮ (住房城乡建

设部负责)
１７ 在办理中小城市落户或者大城市居住

证等方面对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便利ꎮ (公安

部负责)
(四) 金融与住房租赁服务

１８ 作为优良信用记录记入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ꎮ (人民银行负责)
１９ 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融资贷款的

参考条件ꎮ (人民银行、 银监会负责)
２０ 将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志愿者优先纳

入公租房保障范围ꎮ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
(五) 文化生活服务

２１ 鼓励博物馆、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美术馆、 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和公

园、 旅游景点等场所ꎬ 给予优秀青年志愿者免

票游览、 使用或票价优惠等便利服务ꎮ (文化

部、 旅游局、 体育总局、 文物局负责)
２２ 鼓励城市交通系统给予优秀青年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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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购票优惠政策ꎮ (交通运输部负责)
２３ 鼓励航空公司推行 “诚信机票” 计划ꎬ

对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优先服务、 “信用购票”
等便利措施和优惠政策ꎮ (民航局、 国资委负

责)
(六) 评先树优

２４ 在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评选中ꎬ 将优

秀青年志愿者比例纳入考评指标体系ꎮ (中央

文明办负责)
２５ 在道德模范、 五一劳动奖章、 五四奖

章、 三八红旗手、 中国青年科技奖等评选中ꎬ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优秀青年志愿者ꎮ (中央

文明办、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

联、 中国科协负责)
(七) 其他

２６ 按现行政策规定ꎬ 对家庭困难的优秀

青年志愿者给予必要的补贴ꎬ 对在偏远地区开

展志愿服务的青年志愿者发放特殊津贴ꎮ (财
政部负责)

２７ 积极研究建立青年志愿者互助保险机

构的可行性ꎬ 为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保障力度

更大、 保障范围更广、 服务质量更好的保险服

务ꎮ (共青团中央、 保监会负责)
六、 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各部门各地区要高度重视ꎬ 加强领导ꎮ

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下

设立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协调推进机制ꎬ 统筹

推进青年守信联合激励工作ꎬ 研究解决重大

问题ꎬ 认真开展工作督导ꎮ 各地团组织应牵

头建立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ꎬ 落实相关工作

任务ꎬ 切实提高人员、 技术、 经费等方面的

保障能力ꎮ 鼓励各地方结合实际ꎬ 制定实施

更加细化、 更具特色、 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措

施ꎮ 支持条件成熟的地方开展优秀青年志愿

者守信联合激励试点示范工作ꎬ 形成可供复

制推广的经验ꎮ
(二) 强化工作协同

要建立运转高效的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

联合激励触发反馈机制ꎮ 共青团中央作为发

起部门ꎬ 要进一步科学确定优秀青年志愿

者ꎬ 每年发布一次守信联合激励名单ꎬ 并根

据相关反馈对名单进行动态调整ꎮ 各参与联

合激励的部门单位要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ꎬ 将优秀青年志愿者信息导入至各部门

单位的业务系统ꎬ 结合激励对象在本领域的

信用状况实施激励或者解除激励ꎬ 并反馈处

理信息ꎮ

附录: 相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针对优

秀青年志愿者提供的激励措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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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针对优秀青年志愿者
提供的激励措施清单

(持续更新)

主要措施 实施单位

１ 推动会员单位在同等条件下ꎬ 在招聘中优先录用优秀青年志愿者ꎬ 为

优秀青年志愿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实习、 就业岗位ꎮ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证券业协会、
中国期货业协会、 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

２ 连续 ２０ 年每年捐赠至少 ５００ 万元用于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及激励优秀青

年志愿者ꎮ

３ 出资 ２ ４ 亿元建设青年志愿者信息系统和青年信用信息系统ꎮ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４ 建设中国青年创新工场ꎬ 设立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引导基金ꎬ 优先为优

秀青年志愿者创业项目提供办公场地、 引导资金和项目孵化服务ꎮ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中证机

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中青

信投控股有限公司 (紫光集团下属

公司)

５ 依托青年创业金融综合服务平台ꎬ 优先、 免费为优秀青年志愿者创业

项目提供信用评级服务ꎮ

中青信投控股有限公司 (紫光集团

下属公司)、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６ 每年提供不少于 ５０ 个金融业务实习岗位ꎬ 对表现优秀者优先录用ꎮ

７ 同等条件下ꎬ 在招聘中优先录用优秀青年志愿者ꎮ

８ 设立不低于 １ 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ꎬ 对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志愿者创

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ꎮ

中青信投控股有限公司 (紫光集团

下属公司)

９ 建设青年创业金融综合服务平台ꎬ 为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信息展示和

融资服务ꎮ 建设青年众创学院ꎬ 为优秀青年志愿者免费提供线上线下创业

培训课程ꎬ 优先、 免费获得创业导师专项辅导ꎮ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针对西部计划志愿者推出每年一趟往返 “诚信机票”ꎬ 每套往返机票

价格 ６００ 元ꎬ 先乘机ꎬ 后付费ꎬ 三年共提供 ２７００ 套ꎮ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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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措施 实施单位

１１ 同等条件下ꎬ 在招聘中优先录用优秀青年志愿者ꎮ

１２ 设立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引导基金ꎬ 优先支持优秀青年志愿者创业

项目ꎮ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为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总价值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优惠券用于在京东

商城上购物ꎮ 同时优秀青年志愿者可享受京东 ＰＬＵＳ 会员福利ꎬ 包括特别

优惠价商品、 购物回馈等京东消费权益ꎮ

１４ 每年为审核后各项指标符合要求的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总价值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京东白条额度ꎮ

１５ 为全部优秀青年志愿者开放京东线上电子图书定期畅读权益ꎮ

京东集团

１６ 同等条件下ꎬ 在招聘中优先录用优秀青年志愿者ꎮ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７ 同等条件下ꎬ 在招聘中优先录用优秀青年志愿者ꎬ １０ 年内共计为优秀

青年志愿者提供 １０００ 个就业岗位ꎮ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冠名赞助 “创青春”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ꎬ 为优秀青年志愿

者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扶持ꎮ
上海盐商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在百度全国技术大赛及百度双创园区ꎬ 优秀青年志愿者可享有技术支

持、 咨询、 培训、 项目申报、 资源使用、 科技成果转换等优先优惠政策ꎮ

２０ 同等条件下ꎬ 在招聘中优先录用优秀青年志愿者ꎮ

百度公司

２１ 给予优秀青年志愿者所在组织话费优惠ꎬ 根据效率分每个组织最多可

获得 １０ 万分钟 /月免费 “钉钉” 电话会议时长ꎮ

２２ 天猫超市为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总计 ５００ 万元无门槛优惠券ꎮ

２３ 阿里旅行面向大学生优秀青年志愿者提供 ３００ 个海外义工计划名额

(提供免费食宿)ꎮ

阿里巴巴 (中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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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外汇

管理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企业
联合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消费者协会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

商秩函 〔２０１６〕 ７８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整规办)、 党委宣

传部、 文明办、 网信办、 发展改革委 (物价

局)、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质量技术监督

局、 各直辖检验检疫局、 新闻出版广电局、 食

品药品监管局、 旅游局、 外汇局、 海关总署、
广东分署、 各直属海关、 深圳市场监督管理

局、 贸促会、 企业联合会、 商业联合会、 消费

者协会 (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精神和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深入推动诚信宣

传教育工作ꎬ 提高全社会诚信守法意识ꎬ ２０１６

年ꎬ 商务部、 中央宣传部等 １８ 部门以 “诚信

促消费” 为主题ꎬ 继续开展 “诚信兴商宣传

月” 活动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开展主题活动
(一) “诚信建设网络展” 主题活动ꎮ
９ 月 ２０ 日 (公民道德日)ꎬ 在中国市场秩

序网举办以诚信文化ꎬ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

进展ꎬ 商务诚信建设情况ꎬ 信用经济发展状

况ꎬ 有关部门、 行业协会和地方信用建设成果

等为主要内容的展览ꎮ
(二) “信用消费进万家” 主题日活动ꎮ
９ 月 ２８ 日ꎬ 商务部在北京、 上海、 广东、

浙江等地组织电子商务企业或实体商业企业开

展 “信用消费进万家” 主题日活动ꎬ 对信用良

好的客户给予消费优惠ꎬ 体现 “守信激励” 和

３８４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诚信有价” 的理念ꎮ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 将于每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举办 “信用消费进万家” 主题日

活动ꎬ 作为宣传月的一个常规活动ꎬ 打造消费

新时点ꎮ
(三) 全国 “质量月” 主题活动ꎮ
质检总局牵头举办全国 “质量月” 活动启

动仪式ꎬ 发送 “质量月” 公益微博、 微信ꎬ 发

布 “质量月” 公益广告ꎬ 曝光质量突出问题和

质量案件事件ꎬ 公开发布一批优秀企业质量信

用报告ꎮ
(四) “新消费　 我做主” 主题活动ꎮ
消费者协会牵头组织开展名优名质产品、

特色产品的宣传推广工作ꎬ 打造 “中国商品”
品牌ꎮ 组织开展预付式消费、 网上银行服务等

重点服务领域消费体验式调查活动ꎮ 统筹开展

节能产品、 净化产品、 智能产品等商品比较试

验活动ꎬ 为消费者科学理性选择相关产品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ꎮ
(五) 诚信企业展示活动ꎮ
运用互联网、 移动平台等新兴媒体ꎬ 开展

工业产品质量企业自我声明、 工业企业质量信

誉承诺、 旅游诚信经营 (服务) 与涉外企业诚

信经营 (服务) 案例征集、 全国商业企业诚信

兴商双优示范单位及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宣传学

习等活动ꎬ 挖掘典型经验ꎬ 树立诚信企业

典范ꎮ
(六) 违法失信行为整治活动ꎮ
以关系民生的食品药品、 化妆品、 医疗器

械、 广告、 旅游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为突破

口ꎬ 针对重点主体、 重点渠道和关键环节ꎬ 开

展价格、 反垄断、 网络商品交易、 食品药品安

全、 旅游市场、 外汇管理等各类专项检查和专

项整治ꎬ 着力打击商业贿赂、 “傍名牌”、 传销

等违法行为ꎬ 营造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ꎮ
(七) 信用知识宣传普及活动ꎮ
举办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 有机宣传周、

电梯安全宣传周等活动ꎬ 开展商务信用体系建

设培训、 诚信体系师资及评价人员培训、 企业

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培训ꎬ 普及企业信用、

商业保理、 信用消费、 信用评价等相关知识ꎬ
增强企业信用管理能力ꎮ

二、 宣传重点
(一) 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政策法规ꎮ
大力宣传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等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ꎻ 宣传中央文明

委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部署及举措ꎻ 宣

传普及 «价格法»、 «反垄断法»、 «药品管理

法»、 «食品安全法»、 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新 «广告法»、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

办法» 及商务、 税收、 旅游、 外汇等领域的法

律法规、 政策及信用管理标准规范ꎬ 增强全社

会诚信守法意识ꎮ
(二) 跨部门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机制

成果ꎮ
发展改革委及相关部门宣传已签署的法院

执行、 税务、 工商、 上市公司、 安全生产、 环

保等领域联合惩戒备忘录和 Ａ 级纳税人联合激

励备忘录的实施效果及典型案例ꎮ 推动签署电

子商务领域、 食品药品、 质量检验领域严重失

信主体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ꎮ 将守信联合激励

“红名单” 与失信联合惩戒 “黑名单” 及时在

信用中国网站进行公示ꎮ
(三) 信用建设工作进展ꎮ
一是宣传展示商务综合行政执法、 重要产

品追溯体系、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海

关 ＡＥＯ 国际互认合作、 “银税互动” 助力小微

企业发展、 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等诚信建设专项

工作的进展情况ꎬ 传递正能量ꎬ 鼓舞信心ꎮ 二

是宣传 “１２３１２” 商务领域投诉举报、 “１２３１５”
消费者投诉举报、 “１２３５８” 价格举报、 “１２３３１”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 “１２３０１” 旅游投诉举报网

络ꎬ 以及对广告、 外汇、 国际经贸等领域企业

违规失信行为所采取的措施ꎬ 集中剖析、 曝光

一批违规失信典型案例ꎬ 向社会公众发布消费

警示ꎬ 增强企业和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ꎬ 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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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商家ꎬ 净化市场环境ꎮ 三是多渠道宣传推

广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Ｅ 追溯 (国家重要产品

追溯体系) 微信公众号ꎬ 发布企业信用指数ꎬ
加强信息披露ꎬ 发挥消费者监督作用ꎮ

三、 宣传方式
创新宣传方式ꎬ 打造线上线下立体的宣传

网络ꎮ 组织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

央电视台及地方媒体对宣传月各项活动进行深

入宣传报道ꎮ 在中国市场秩序网开设本届宣传

月专题频道ꎬ 设置部门、 地方、 行业信用建设

成果及宣传月动态等栏目进行集中宣传ꎬ 并组

织相关网络媒体对专题频道进行链接ꎮ 制作播

放公益广告ꎬ 通过微博、 微信、 手机新闻客户

端等新媒体开展有奖问答、 政策解读等活动ꎬ
丰富宣传内容和形式ꎮ

四、 组织协调
宣传月活动由商务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

文明办、 中央网信办、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

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 旅游局、 外汇局、 贸促会、 企业联合会、
商业联合会、 消费者协会共同组织ꎬ 并在各自

系统内开展相关工作ꎮ 有关统筹协调工作由商

务部市场秩序司承担ꎮ
五、 工作要求
(一)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 (整规办) 要充

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ꎬ 整合宣传资源ꎬ 扩大宣

传声势ꎬ 巩固宣传月活动品牌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前ꎬ 将活动书面总结和 «２０１６ 年 “诚

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统计表» (见附件) 一并

报送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ꎮ
(二) 各地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ꎬ 落实工

作责任ꎬ 创造性地开展宣传月活动ꎮ 协调地方

新闻媒体积极报道本地区、 本单位的诚信建设

工作情况ꎬ 探索建立常态化的诚信建设成效宣

传渠道ꎮ
(三) 有关商会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

和服务作用ꎬ 在行业内大力开展诚信宣传教

育ꎬ 强化行业信用制度建设ꎬ 引导企业建立风

险防范机制ꎬ 不断提高信用管理水平ꎮ
(四) 广大企业要积极参与诚信兴商宣传

月活动ꎬ 强化自身信用管理ꎬ 加强诚信自律ꎬ
培育诚信企业文化ꎬ 自觉维护企业良好的社会

形象ꎮ
(五) 宣传月期间开展的各类活动ꎬ 要统

一使用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标识ꎮ 中国市

场秩序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１２３１２ ｇｏｖ ｃｎ / ) 提供

活动标识及展板、 张贴画等宣传素材ꎮ 需举办

活动或印制展板、 张贴画的ꎬ 请自行下载

使用ꎮ
联系电话: 商务部市场秩序司 (信用工作

办公室)
８５０９３３１５　 ８５０９３３２７

附件: ２０１６ 年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统

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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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６ 年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统计表

城市广场、 街头宣传活动

组织活动次数

群众参加人次

参与部门 (个)

提供咨询服务 (人次)

报纸、 杂志发表专题文章和

新闻报道总数 (篇)

播放广播、 电视专题节目及

新闻报道总数 (次)
总时长 (分钟)

制作、 播放各类公益广告 (次)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宣传

新闻 /信息条数

组织活动次数

阅读量

转发量

制作、 张贴诚信宣传画 (张)

制作、 发放诚信宣传册 (份)

６８４



法规文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旅游局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办公室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外汇管理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

印发 «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
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１９０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了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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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

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

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

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７ 号) 等关于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总体要求ꎬ 建立健

全守信联合激励机制ꎬ 完善进出口领域诚信体

系建设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海关总

署、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商务

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税务总

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知识产权局、 旅游

局、 法制办、 中央网信办、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外汇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全国工商联、 贸促会、 中国铁路总

公司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

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ꎮ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

激励的合作备忘录

附件

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
激励的合作备忘录

为了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

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

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

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７ 号) 等关于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总体要求ꎬ 建立健

全守信联合激励机制ꎬ 完善进出口领域诚信体

系建设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海关总

署、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商务

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税务总

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知识产权局、 旅游

局、 法制办、 中央网信办、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外汇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全国工商联、 贸促会、 中国铁路总

公司等部门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守信联合

激励措施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 联合激励对象

联合激励的对象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ꎮ 是

指已经在海关注册登记的企业ꎬ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及相关

配套文件的规定ꎬ 向海关提出申请ꎬ 经海关书

面审查、 核实ꎬ 并经海关专业认证人员对企业

进行实地认证ꎬ 确认企业在内部控制、 财务偿

付能力、 守法规范、 贸易安全等方面ꎬ 均符合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高级认证) » 的规定ꎬ
由海关颁发了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证书的企业ꎮ

二、 信息共享与联合激励的实施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建立守信联合激励系统ꎮ 海关总署通过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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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向签署本备忘录的相关部门提供海关高级认

证企业名单及企业相关信息ꎬ 并按照有关规定

动态更新ꎮ 同时ꎬ 在 “信用中国” 网站、 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

信息公示平台、 海关总署门户网站等向社会公

布ꎮ 各部门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守信联合

激励系统中获取海关高级认证企业信息ꎬ 执行

或协助执行本备忘录规定的激励措施ꎬ 定期将

联合激励实施情况通过该系统反馈给国家发展

改革委和海关总署ꎮ
三、 联合激励的动态管理
海关总署将通过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管

理系统实时、 动态监控企业在进出口领域的

诚信守法情况ꎬ 一经发现企业存在违法失信

行为的ꎬ 立即取消企业参与守信联合激励资

格并及时通报各部门ꎬ 停止企业适用的守信

联合激励措施ꎮ 各部门在日常监管中ꎬ 发现

企业存在违法失信行为ꎬ 应及时通过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ꎬ 反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海

关总署ꎬ 提供有关情况并建议停止企业适用

的守信联合激励措施ꎮ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将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名单与其他领域失信

企业名单进行交叉比对ꎬ 将未纳入其他任何

领域失信企业名单的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确定

为联合激励对象ꎮ
四、 激励措施、 共享内容及实施部门
(一) 适用海关通关支持措施

１ 在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 海关估

价、 原产地或者办结其他海关手续前先行办理

验放手续ꎮ
２ 适用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ꎮ
３ 简化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流程ꎮ
４ 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ꎮ
５ 海关为企业设立协调员ꎮ
６ 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ꎬ 不实行银行保

证金台账制度ꎮ
７ 适用汇总征税管理措施ꎮ
８ 根据国际协议规定ꎬ 适用原产地自主声

明措施ꎮ

９ ＡＥＯ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海关提供的通关

便利措施ꎮ
１０ 海关给予适用的其他便利管理措施ꎮ
实施部门: 海关总署

(二) 发展改革部门支持措施

１１ 建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ꎬ 根据实际情

况实施 “容缺受理” 等便利服务ꎬ 部分申报材

料 (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材料除外) 不齐备

的ꎬ 如行政相对人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

供ꎬ 可先行受理ꎬ 加快办理进度ꎮ
１２ 在专项建设基金项目申报筛选中ꎬ 同

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ꎮ
１３ 企业债发行过程中ꎬ 鼓励发行人披露

海关认证信息ꎬ 增强发行人的市场认可度ꎬ 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ꎮ
１４ 在粮食、 棉花等进出口配额分配中ꎬ

可以将申请人信用状况与获得配额难易程度或

配额数量挂钩ꎬ 对于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给予一

定激励措施ꎮ
１５ 在电力直接交易中ꎬ 对于交易主体为

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ꎬ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ꎮ
１６ 在企业境外发债备案管理中ꎬ 同等条

件下加快办理进度ꎬ 适时选择海关高级认证企

业开展年度发债额度一次核定、 分期分批发行

试点ꎮ
１７ 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中ꎬ 招标人确需

投标人提交进出口证明的ꎬ 可以简化进出口证

明等相关手续ꎮ
１８ 重大项目稽查中ꎬ 对于中央预算内投

资项目专项稽查过程中ꎬ 可适当减少抽查

比例ꎮ
１９ 支持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在法律法规和

自身职权范围内ꎬ 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ꎮ
实施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三) 给予商务领域政策支持

２０ 办理加工贸易企业生产能力证明等事

项时ꎬ 给予优先处理的便利政策ꎬ 缩减办证的

时间ꎮ
实施部门: 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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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融部门授信融资参考

２１ 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融资贷款的

重要参考条件ꎮ
２２ 作为优良信用记录记入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ꎮ
实施部门: 人民银行、 银监会

(五) 给予证券、 保险领域政策支持

２３ 审批证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

及保险公司设立、 变更、 从事相关业务等行为

时ꎬ 将企业信用信息作为重要参考ꎮ
２４ 在保险中介机构的设立等方面提供便

利化措施ꎮ
实施部门: 证监会、 保监会

(六) 给予财政资金使用支持

２５ 在实施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时ꎬ 将海

关高级认证企业的信用状况作为参考条件ꎬ 同

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海关高级认证企业ꎮ
实施部门: 财政部

(七) 给予增值电信业务支持

２６ 申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时给予

便利ꎮ
实施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八) 给予社会保障领域政策支持

２７ 在办理社会保险业务时可享受企业绿

色通道ꎬ 实施快捷服务ꎮ
实施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九) 给予土地使用和管理支持

２８ 在政府招标供应土地时ꎬ 同等条件下

予以优先考虑ꎮ
实施部门: 国土资源部

(十) 给予环境保护许可事项支持

２９ 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等环境保

护许可事项ꎬ 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办理ꎮ
３０ 日常监管中ꎬ 在无举报情况下ꎬ 适当

减少监管频次ꎮ
实施部门: 环境保护部

(十一) 给予税收管理支持

３１ 增值税发票领用比照纳税信用 Ａ 级纳

税人办理 (可一次领取 ３ 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

量ꎬ 需要调整增值税发票用量的ꎬ 纳税人提供

资料齐全的ꎬ 按照需要即时办理ꎮ)
３２ 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

帮助办理涉税事项ꎮ
３３ 符合条件的海关高级认证企业ꎬ 其出

口退 (免) 税企业分类管理类别可评定为一

类ꎬ 享受以下便利化措施:
(１) 国税机关可为该类企业提供绿色办税

通道 (特约服务区)ꎬ 优先办理出口退税ꎬ 并

建立重点联系制度ꎬ 及时解决企业有关出口退

(免) 税问题ꎮ
(２) 国税机关受理该类企业申报的出口退

(免) 税之后ꎬ 经审核符合规定的ꎬ 在 ５ 个工

作日内办结出口退 (免) 税手续ꎮ
３４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消增值税发票

认证ꎮ
实施部门: 税务总局

(十二) 给予工商管理支持

３５ 优先提供有关合同法律法规方面的咨

询、 培训、 宣传和受理调解合同纠纷ꎮ
３６ 降低市场监管的随机抽查比例ꎮ
实施部门: 工商总局

(十三) 给予一定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

支持

３７ 适用较低的检验检疫口岸查验率ꎮ
３８ 优先安排办理免办 ＣＣＣ 和免办 ＣＣＣ 认

证货物担保放行以及后续核销等ꎮ
实施部门: 质检总局

(十四) 给予安全生产管理支持

３９ 在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提出申请后ꎬ 依

法对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法律和政策支持ꎮ 在办

理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事项时ꎬ 对海关高级认证

企业实行优先办理ꎮ
实施部门: 安全监管总局

(十五) 给予食品药品管理支持

４０ 建立绿色通道ꎬ 在办理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审批事项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便利

服务ꎮ
实施部门: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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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给予外汇管理支持

４１ 在外汇管理改革过程中ꎬ 优先选择外

汇业务合规性好的海关高级认证企业作为贸易

投资便利化改革措施的先行先试对象ꎮ
实施部门: 外汇局

(十七) 优先给予先进荣誉

４２ 在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评比中予以优

先考虑ꎮ
４３ 在评选五一劳动奖状时予以优先考虑ꎮ
４４ 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负责人在评选 “全国三八红旗手” 时予以优

先考虑ꎮ
实施部门: 中央文明办、 全国总工会、 全

国妇联

(十八) 给予促进外贸投资支持

４５ 在举办和组织企业参加经贸展览会、
论坛、 洽谈会及有关国际会议时给予优先

考虑ꎮ
４６ 在法律顾问、 商事调解、 商事出证认

证等方面优先提供咨询和支持ꎮ
４７ 优先提供专利申请、 商标注册、 诉讼

维权等知识产权方面服务ꎮ
实施部门: 贸促会

(十九) 其他激励措施

４８ 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给予重点支持ꎬ
出台适宜在部分企业进行试点的优惠政策、 便

利服务措施时ꎬ 考虑优先选择海关高级认证企

业试点ꎮ
４９ 作为各部门在本行业、 本领域内向企

业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嘉奖和表彰等荣誉性

称号的重要参考ꎬ 优先给予奖励和表彰ꎮ
实施部门: 各有关部门

五、 其他事宜
各部门应密切协作ꎬ 积极落实本备忘录ꎬ

制定实施细则和操作流程ꎬ 确保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

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信息推送、 共享和联合

激励ꎮ
本备忘录签署后ꎬ 各部门、 各领域内相关

法律法规修改或调整ꎬ 与本备忘录不一致的ꎬ
以法律法规为准ꎮ 实施过程中具体操作问题ꎬ
由各部门另行协商明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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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
资源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通
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印发 «关于对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为当事人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２０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要求ꎬ 落实 «国
务院关于印发 ‹质量发展纲要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２〕 ９ 号)、 «国务

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

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国务院关

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有关要求ꎬ 加快推

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ꎬ 建立健全质量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ꎬ 按照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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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ꎬ 严厉打击质量违法失信行为ꎬ 营造公平竞

争、 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质检总局、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

办、 科技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国资委、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计生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安全监管总

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 外

汇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

部门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

为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ꎮ 现印

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为当事

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附件

关于对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为当事人实施
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要求ꎬ 落实 «国
务院关于印发 ‹质量发展纲要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２〕 ９ 号)、 «国务

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

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国务院关

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有关要求ꎬ 加快推

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ꎬ 建立健全质量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ꎬ 按照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原

则ꎬ 严厉打击质量违法失信行为ꎬ 营造公平竞

争、 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质检总局、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

办、 科技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国资委、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计生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安全监管总

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 外

汇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就

对产品质量领域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为当事人

开展联合惩戒工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 联合惩戒的对象
联合惩戒的对象为违反产品质量管理相关

法律、 法规ꎬ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ꎬ 经过质检部

门认定存在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

企业 (以下简称失信企业) 及其法定代表人ꎮ
上述联合惩戒对象由质检总局定期汇总后提供

给签署备忘录的各部门ꎮ
二、 联合惩戒的措施
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ꎬ 对联合惩戒对象采取下列一种

或多种惩戒措施 (相关依据和实施部门见

附录)ꎮ
(一)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采取的惩戒

措施

１ 列为重点监督对象ꎬ 增加监督检查和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的频次ꎮ
２ 限制申请获得相关的行政许可ꎮ
３ 限制取得认证机构资质ꎻ 限制获得或撤

销管理体系认证证书ꎮ
４ 列为出入境检验检疫严重失信企业ꎬ 实

行限制性的管理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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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失信企业产生新的违法违规行为时ꎬ 依

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ꎮ
(二) 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６ 将失信企业的失信状况作为设立商业银

行或分行、 代表处以及参股、 收购商业银行审

批时的审慎性参考依据ꎮ
７ 在审批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

公司的设立和变更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

际控制人ꎬ 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时ꎬ 依

法将失信企业的失信状况作为重要参考依据ꎮ
８ 在上市公司或者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的

事中事后监管中ꎬ 对有严重失信行为的生产经

营单位予以重点关注ꎮ
９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ꎮ
１０ 依法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ꎮ
１１ 限制参与工程等招投标ꎮ
１２ 暂停审批与失信企业相关的科技项目ꎮ
１３ 限制因质量违法被停止生产、 销售的

产品发布广告ꎻ 正在发布的ꎬ 应立即予以

暂停ꎮ
１４ 对发行公司 (企业) 债券和在银行间

市场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从严审核ꎮ
１５ 将失信企业的失信状况作为其融资或

对其授信的重要依据或参考ꎮ
１６ 将失信企业的失信状况作为审核股票

发行上市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时的重要参考ꎮ
１７ 将失信企业的失信状况作为合格境内

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外汇额度

核准与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ꎮ
１８ 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进出

口货物实施严密监管ꎬ 在办理通关业务时ꎬ 加

强单证审核或布控查验ꎮ
１９ 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申请

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ꎬ 不予通过认证ꎮ 已

经成为认证企业的ꎬ 按照规定下调企业信用

等级ꎮ
２０ 将失信企业的失信状况作为纳税信用

评价的重要外部参考ꎮ

２１ 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对失信企

业日常监督检查频次和提高随机抽查概率ꎮ
２２ 将失信企业的失信信息通过质检部门

门户网站、 “信用中国” 网站和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ꎮ
２３ 失信企业的失信信息由中央网信办协

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向社会公布ꎮ
２４ 失信企业变更名称的ꎬ 将变更前后的

名称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ꎮ
２５ 将失信企业及法定代表人的失信信息

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ꎬ 记入企业及个

人信用记录ꎮ
２６ 限制失信企业享受政府补贴性资金和

社会保障资金支持ꎮ
２７ 限制失信企业受让收费公路权益ꎮ
２８ 将失信企业失信状况作为享受优惠性

政策支持的审慎性参考ꎮ
２９ 限制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获得相

关部门颁发的荣誉证书、 嘉奖和表彰等荣誉性

称号ꎮ
３０ 限制失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食品药

品、 特种设备等直接关系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的领域ꎬ 担任相关企业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ꎮ
３１ 除以上规定的惩戒措施外ꎬ 本备忘录

签署各部门依据本领域内法律法规规章正在实

施的ꎬ 针对质量安全问题的限制、 禁入和其他

惩戒措施ꎬ 应适用于被质检部门列入严重质量

违法失信的企业或法定代表人ꎮ
三、 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质检总局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定期

向签署本备忘录的相关部门提供严重质量违法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相关信息ꎬ 并按照有关规

定动态更新ꎮ 同时在 “信用中国” 网站、 质检

总局政府网站、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

向社会公布ꎮ
各部门按照本备忘录约定内容ꎬ 依法依规

对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实施联合惩

戒ꎮ 同时ꎬ 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ꎬ 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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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定期将联合惩戒实施情况通过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反馈给国家发展改革委、 质检总局及

其他相关部门ꎮ
四、 其他事宜
各部门和单位应密切协作ꎬ 积极落实本备

忘录ꎬ 制定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相

关信息的使用、 撤销、 管理、 监督的相关实施

细则和操作流程ꎬ 指导本系统各级单位依法依

规实施联合惩戒措施ꎮ
本备忘录实施过程中涉及部门之间协调配

合的问题ꎬ 由各部门协商解决ꎮ
本备忘录签署后ꎬ 各项惩戒措施依据的法律、

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有修改或调整的ꎬ 以修

改后的法律、 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准ꎮ

附录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一) 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部门采取的惩戒措施

１ 列为重点监管

对象ꎬ 增 加 监 督

检查和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的频次ꎻ
２ 限制申请获得

相关的行政许可ꎻ
３ 限制取得认证

机构 资 质ꎻ 限 制

获得或撤销质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证书ꎻ
４ 列为出入境检

验检疫严重失信

企业ꎬ 实 行 限 制

性的管理措施:
５ 失信企业产生

新的违法违规行

为时ꎬ 依 法 依 规

从严从重处罚ꎮ

«产品质量法»
第十五条　 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ꎬ 对可

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产品ꎬ 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

消费者、 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ꎮ 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

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ꎮ 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

监督部门规划和组织ꎮ 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也可以

组织监督抽查ꎮ 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ꎬ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执行ꎮ 国家监督抽查的产品ꎬ 地方不得另行重复抽查ꎻ 上级监督抽查的产品ꎬ
下级不得另行重复抽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条　 (四) 其他食品安全信息ꎮ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对

进出口食品的进口商、 出口商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施信用管理ꎬ 建立信用记

录ꎬ 并依法向社会公布ꎮ 对有不良记录的进口商、 出口商和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ꎬ 应当加强对其进出口食品的检验检疫ꎮ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第六条　 监督抽查的产品主要是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产品ꎬ

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 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若干意见»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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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逐步建立行政许可申请人信用承诺制度ꎬ 并开展申请人信用

审查ꎬ 确保申请人在政府推荐的征信机构中有信用记录ꎬ 配合征信机构开展信

用信息采集工作ꎮ 推动形成市场性约束和惩戒ꎮ 制定信用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ꎬ 完善失信信息记录和披露制度ꎬ 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到制

约ꎮ 推动形成行业性约束和惩戒ꎮ 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并监督会员

遵守ꎮ 对违规的失信者ꎬ 按照情节轻重ꎬ 对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实行警告、 行

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等惩戒措施ꎮ 推动形成社会性约束和惩戒ꎮ 完善社会

舆论监督机制ꎬ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ꎬ 发挥群众评议讨论、 批评报道

等作用ꎬ 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ꎬ 形成社会震慑力ꎬ 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ꎮ

«质量管理认证规则»
４ １ ３ 认证机构应对申请组织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评审ꎬ 根据申请认证的

活动范围及场所、 员工人数、 完成审核所需时间和其他影响认证活动的因素ꎬ
综合确定是否有能力受理认证申请ꎮ 对被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在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 “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的申请组织ꎬ 认证机

构不应受理其认证申请ꎮ
７ ３ １ 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认证机构应在获得相关信息并调查核

实后 ５ 个工作日内撤销其认证证书ꎮ
(１) 被注销或撤销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ꎮ
(２) 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列入质量信用严重失信企业名单ꎮ
(３) 拒绝配合认证监管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查ꎬ 或者对有关事项的询问和

调查提供了虚假材料或信息的ꎮ
(４) 拒绝接受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ꎮ
(５) 出现重大的产品和服务等质量安全事故ꎬ 经执法监管部门确认是获

证组织违规造成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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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６) 有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ꎮ
(７) 暂停认证证书的期限已满但导致暂停的问题未得到解决或纠正的

(包括持有的与质量管理体系范围有关的行政许可证明、 资质证书、 强制性认

证证书等已经过期失效但申请未获批准)ꎮ
(８) 没有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或者已不具备运行条件的ꎮ
(９) 不按相关规定正确引用和宣传获得的认证信息ꎬ 造成严重影响或后

果ꎬ 或者认证机构已要求其纠正但超过 ２ 个月仍未纠正的ꎮ
(１０) 其他应当撤销认证证书的ꎮ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 指检验检疫机构对在一个评定周

期内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受行政处罚计分累计 ３６ 分以上的企业ꎬ 采取向社会

公布并加严监管的措施ꎮ

(二) 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６ 将失信企业的

失信状况作为设

立商业银行或分

行、 代 表 处 以 及

参股、 收 购 商 业

银行审批时的审

慎性参考依据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十二条　 设立商业银行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符合本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ꎻ
(二)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ꎻ
(三) 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ꎻ
(四)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ꎻ
(五)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ꎮ
设立商业银行ꎬ 还应当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第九条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 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处

的外国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ꎻ
(二)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

行、 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具有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ꎻ
(三) 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ꎻ
(四)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

行、 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ꎬ 并且

其申请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同意ꎻ
(五)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ꎮ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

处的外国银行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ꎬ 并且其金

融监管当局已经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ꎮ

银监会

«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　 设立证券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ꎻ
(二)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

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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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７ 在审批证券公

司、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期 货 公 司 的

设立和变更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

东、 实际控制人ꎬ
以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时ꎬ
依法将失信企业

的失信状况作为

重要参考依据ꎮ

(三)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ꎻ
(四)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ꎬ 从业人员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ꎻ
(五) 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ꎻ
(六) 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ꎻ
(七)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十三条　 设立基金管理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ꎬ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
(一) 有符合本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ꎻ
(二) 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ꎬ 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ꎻ
(三) 主要股东具有从事证券经营、 证券投资咨询、 信托资产管理或者其

他金融资产管理的较好的经营业绩和良好的社会信誉ꎬ 最近三年没有违法记

录ꎬ 注册资本不低于三亿元人民币ꎻ
(四) 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达到法定人数ꎻ
(五)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

他设施ꎻ
(六) 有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ꎻ
(七)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期货公司ꎬ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

规定ꎬ 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ꎻ
(二)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ꎬ 从业人员具有期货从业

资格ꎻ
(三) 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ꎻ
(四) 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 ３ 年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ꎻ
(五) 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ꎻ
(六) 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ꎻ
(七)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
第七条　 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ꎬ 出资或者持有股份占基金管理公司注册

资本的比例 (以下简称持股比例) 在 ５％以上的股东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注册资本、 净资产不低于 １ 亿元人民币ꎬ 资产质量良好ꎻ
(二) 持续经营 ３ 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ꎬ 公司治理健全ꎬ 内部监控制度

完善ꎻ
(三) 最近 ３ 年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ꎻ
(四) 没有挪用客户资产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ꎻ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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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五) 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ꎬ 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ꎻ
(六) 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ꎬ 最近 ３ 年在金融监管、 税务、 工商等行政机

关ꎬ 以及自律管理、 商业银行等机构无不良记录ꎮ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第七条　 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ꎬ 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 实收资本和净资产均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ꎻ
(二) 净资产不低于实收资本的 ５０％ꎬ 或有负债低于净资产的 ５０％ꎬ 不存

在对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确定影响的其他风险ꎻ
(三) 没有较大数额的到期未清偿债务ꎻ
(四) 近 ３ 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ꎻ
(五) 未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ꎻ
(六) 近 ３ 年作为公司 (含金融机构) 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ꎬ 未有滥用

股东权利、 逃避股东义务等不诚信行为ꎻ
(七)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认定的其他不适合持有期货公

司股权的情形ꎮ

８ 在上市公司或

者非上市公众公

司收购的事中事

后监 管 中ꎬ 对 有

严重失信行为的

生产经营单位予

以重点关注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　 任何人不得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

权益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一)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ꎬ 到期未清偿ꎬ 且处于持续状态ꎻ
(二) 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ꎻ
(三) 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ꎻ
(四)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ꎬ 存在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ꎻ
(五)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

他情形ꎻ
(六) 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ꎮ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　 进行公众公司收购ꎬ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具有良好的诚信

记录ꎬ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为法人的ꎬ 应当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ꎮ 任何

人不得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收购公众公司:
(一)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ꎬ 到期未清偿ꎬ 且处于持续状态ꎻ
(二) 收购人最近 ２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ꎻ
(三) 收购人最近 ２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ꎻ
(四)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ꎬ 存在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ꎻ
(五)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

他情形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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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ꎬ 或公司存在其

他重大违法行为ꎻ
(二)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ꎻ
(三) 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迟延支付本息的事

实ꎬ 仍处于继续状态ꎻ
(四)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ꎮ

９ 限制取得政府

供应土地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二、 推进重点领域诚信建设

(一) 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

制ꎬ 在政府采购、 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ꎬ 将企

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ꎬ 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国土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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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１０ 依法限制参与

政府采购活动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ꎻ
(一)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ꎻ
(三)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ꎻ
(四)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ꎻ
(五)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ꎬ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ꎻ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一) 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ꎮ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二) 深入推进商务诚信建设ꎮ
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ꎮ 加强政府采购信用管理ꎬ 强化联动惩戒ꎬ 保护政

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制定供应商、 评审专家、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以及相

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标准ꎮ 依法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单ꎬ 对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ꎬ 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ꎮ 完善

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ꎬ 充分利用工商、 税务、 金融、 检察等其他部

门提供的信用信息ꎬ 加强对政府采购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信用管理ꎮ 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ꎬ 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ꎬ 实现信用信息

的统一发布和共享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政府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

制ꎬ 在政府采购、 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ꎬ 将企

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ꎬ 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ꎮ

财政部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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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１１ 限制参与工程

等招投标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二十六条　 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ꎻ 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

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ꎬ 投标人应当具备规定的

资格条件ꎮ
第三十三条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ꎬ 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

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ꎬ 骗取中标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标招标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二条　 使用通过受让或者租借等方式获取的资格、 资质证书投标

的ꎬ 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以他人名义投标ꎮ
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以其他方式

弄虚作假的行为:
(一) 使用伪造、 变造的许可证件ꎻ
(二) 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或者业绩ꎻ
(三) 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简历、 劳动关系证明ꎻ
(四) 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ꎻ
(五) 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ꎮ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投标办法»
第二十条　 资格审查应主要审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是否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ꎻ
(二) 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ꎬ 包括专业、 技术资格和能力ꎬ 资金、 设备和

其他物质设施状况ꎬ 管理能力ꎬ 经验、 信誉和相应的从业人员ꎻ
(三) 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ꎬ 投标资格被取消ꎬ 财产被接管、 冻结ꎬ 破产

状态ꎻ
(四) 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ꎻ
(五)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ꎮ
资格审查时ꎬ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 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

人ꎬ 不得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行政

手段或者其他不合理方式限制投标人的数量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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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一)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

设ꎬ 以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

政许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

用和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

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二) 招标投标领域信用建设ꎮ 扩大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范围ꎬ

建立涵盖招标投标情况的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ꎬ 健全招标投标信用信

息公开和共享制度ꎮ 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ꎬ 推动完

善奖惩联动机制ꎮ 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及其公共服务平台ꎬ 实现招标投标和

合同履行等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 实时交换和整合共享ꎮ 鼓励市场主体运用基

本信用信息和第三方信用评价结果ꎬ 并将其作为投标人资格审查、 评标、 定标

和合同签订的重要依据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

制ꎬ 在政府采购、 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ꎬ 将企

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ꎬ 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ꎮ

１２ 暂停审批与失

信企业相关的科

技项目ꎮ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八条　 申请项目的申请者 (包括单位或个人) 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 符合该计划对申请者的主体资格 (包括法人性质、 经济性质、 国

籍) 等方面要求ꎻ
(二) 在相关研究领域和专业应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技术优势ꎻ
(三) 具有为完成项目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ꎻ
(四) 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研究积累ꎻ
(五) 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ꎻ
(六) 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科技部

１３ 限制因质量违

法 被 停 止 生 产、
销售的产品发布

广告ꎻ 正 在 发 布

的ꎬ 应 立 即 予 以

暂停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三十七条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生产、 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

务ꎬ 以及禁止发布广告的商品或者服务ꎬ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计、 制作、
代理、 发布广告ꎮ

第四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ꎬ 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 对涉嫌从事违法广告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ꎻ
(二) 询问涉嫌违法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

员ꎬ 对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ꎻ
(三) 要求涉嫌违法当事人限期提供有关证明文件ꎻ

工商 总 局、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局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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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四) 查阅、 复制与涉嫌违法广告有关的合同、 票据、 账簿、 广告作品和

其他有关资料ꎻ
(五) 查封、 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 经营工具、 设备

等财物ꎻ
(六) 责令暂停发布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涉嫌违法广告ꎻ
(七)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ꎮ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广告监测制度ꎬ 完善监测措施ꎬ 及时发现

和依法查处违法广告行为ꎮ

１４ 对 发 行 公 司

(企业) 债券和在

银行间市场发行

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 资 工 具 从 严

审核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ꎬ 或公司存在其

他重大违法行为ꎻ
(二)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ꎻ
(三) 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迟延支付本息的事

实ꎬ 仍处于继续状态ꎻ
(四)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 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

项的通知» (发改财 〔２００８〕 ７ 号)
第二条　 第 (七) 项: 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 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ꎬ 有限责任公司和

其他类型企业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ꎻ
(二) 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 (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的 ４０％ꎻ
(三) 最近三年可分配利润 (净利润) 足以支付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
筹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ꎬ 所需相关手续齐全ꎮ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ꎬ 应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要求ꎬ 原则

上累计发行额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 ６０％ꎮ 用于收购产权 (股权) 的ꎬ 比

照该比例执行ꎮ 用于调整债务结构的ꎬ 不受该比例限制ꎬ 但企业应提供银行同

意以债还贷的证明ꎻ
(四)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的ꎬ 不超过发债总额的 ２０％ꎻ
(五) 债券的利率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确定ꎬ 但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

率水平ꎻ
(六) 已发行的企业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状态ꎻ
(七)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ꎮ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

〔２００８〕 第 １ 号)
第十三条　 交易商协会依据本办法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对债务融资工

具的发行与交易实施自律管理ꎮ 交易商协会应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自律管理规

则ꎬ 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ꎮ
第十七条　 交易商协会对违反自律管理规则的机构和人员ꎬ 可采取警告、

诫勉谈话、 公开谴责等措施进行处理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人民银行、
证监会

４０５



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交易商协会、 同业拆借中心和中央结算公

司进行监督管理ꎮ
交易商协会、 同业拆借中心和中央结算公司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ꎬ

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和交易等有关的信息ꎮ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机构和人员ꎬ 中国人民银行可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罚ꎬ 构成犯罪的ꎬ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

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
二、 切实发挥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作用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将相关市场主体所提供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作

为其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对守信者ꎬ 应探索实行优先办理、 简化程序、
“绿色通道” 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ꎻ 对失信者ꎬ 应结合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严

格落实失信惩戒制度ꎮ
对食品药品安全、 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 医疗卫生、 工程建设、 教育科

研、 电子商务、 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经济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ꎬ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率先推进在行政管理

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三、 探索完善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制度规范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结合地方和部门实际ꎬ 在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行政审批、 市场准入、 资质审核等行政管理事项中依法要求相关市场主体提供

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ꎮ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根据履职需要ꎬ 研究明确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的

主要内容和运用规范ꎮ
五、 不断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ꎬ 把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

录和信用报告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ꎮ 要加强协同配合ꎬ 推动形成信用记录和

信用报告跨部门、 跨区域应用的联动机制ꎮ 要通过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在行政

管理事项中的联合应用ꎬ 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动机制ꎮ

１５ 将失信企业的

失信状况作为其

融资或对其授信

的 重 要 依 据 或

参考ꎮ

«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征信机构可以通过信息主体、 企业交易对方、 行业协会提供

信息ꎬ 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已公开的信息ꎬ 人民法院依法公布的判决、 裁定等渠

道ꎬ 采集企业信息ꎮ
征信机构不得采集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采集的企业信息ꎮ
(三) 不良信息ꎬ 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下列信息: 信

息主体在借贷、 赊购、 担保、 租赁、 保险、 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

行义务的信息ꎬ 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ꎬ 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

履行义务以及强制执行的信息ꎬ 以及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不

良信息ꎮ

人民 银 行、 银

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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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金融债券的发行应由具有债券评级能力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

用评级ꎮ 金融债券发行后信用评级机构应每年对该金融债券进行跟踪信用评

级ꎮ 如发生影响该金融债券信用评级的重大事项ꎬ 信用评级机构应及时调整该

金融债券的信用评级ꎬ 并向投资者公布ꎮ

«贷款通则»
第十七条　 借款人申请贷款ꎬ 应当具备产品有市场、 生产经营有效益、 不

挤占挪用信贷资金、 恪守信用等基本条件ꎬ 并且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 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ꎬ 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ꎻ 没有清

偿的ꎬ 已经做了贷款人认可的偿还计划ꎮ
二、 除自然人和不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业法人外ꎬ 应当经过工商

部门办理年检手续ꎮ
三、 已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ꎮ
四、 除国务院规定外ꎬ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

累计额未超过其净资产总额的 ５０％ꎮ
五、 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符合贷款人的要求ꎮ
六、 申请中期、 长期贷款的ꎬ 新建项目的企业法人所有者权益与项目所需

总投资的比例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ꎮ
第二十二条　 贷款人的权利:
根据贷款条件和贷款程序自主审查和决定贷款ꎬ 除国务院批准的特定贷款

外ꎬ 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其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ꎮ
一、 要求借款人提供与借款有关的资料ꎻ
二、 根据借款人的条件ꎬ 决定贷与不贷、 贷款金额、 期限和利率等ꎻ
三、 了解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ꎻ
四、 以合同约定从借款人账户上划收贷款本金和利息ꎻ
五、 借款人未能履行借款合同规定义务的ꎬ 贷款人有权依合同约定要求借

款人提前归还贷款或停止支付借款上尚未使用的贷款ꎻ
六、 在贷款将受或已受损失时ꎬ 可依据合同规定ꎬ 采取使贷款免受损失的

措施ꎮ

«商业银行法»
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贷款ꎬ 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 偿还能力、 还款

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ꎮ
商业银行贷款ꎬ 应当实行审贷分离、 分级审批的制度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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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一)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市场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有关部

门和机构应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索引ꎬ 及时公开披露相关信息ꎬ 便于市场识

别失信行为ꎬ 防范信用风险ꎮ 督促有关企业和个人履行法定义务ꎬ 对有履行能

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出境和限制购买不动产、 乘坐飞机、 乘

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 旅游度假、 入住星级以上宾馆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

施ꎮ 支持征信机构采集严重失信行为信息ꎬ 纳入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引导商

业银行、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定价原则ꎬ 对严重

失信主体提高贷款利率和财产保险费率ꎬ 或者限制向其提供贷款、 保荐、 承

销、 保险等服务ꎮ

１６ 将失信企业的

失信状况作为审

核股票发行上市

及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开转让时

的重要参考ꎮ

«证券法»
第十三条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ꎻ
(二)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财务状况良好ꎻ
(三)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ꎬ 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ꎻ
(四) 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第五十条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四) 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ꎬ 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ꎮ
«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
申请挂牌的公司应当业务明确、 产权清晰、 依法规范经营、 公司治理健

全ꎬ 可以尚未盈利ꎬ 但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ꎬ 所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 准确、
完整ꎮ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条 　 公众公司应当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 本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ꎬ 做到股权明晰ꎬ 合法规范经营ꎬ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ꎬ 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ꎮ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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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１７ 将失信企业的

失信状况作为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 合 格 境 外 机

构投资者等外汇

额度核准与管理

的重要参考依据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第六条　 申请合格投资者资格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申请人的财务稳健ꎬ 资信良好ꎬ 达到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资产规模等

条件ꎻ
(二) 申请人的从业人员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从业资格的要求ꎻ
(三) 申请人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控制度ꎬ 经营行为规范ꎬ 近 ３

年未受到监管机构的重大处罚ꎻ
(四) 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ꎬ 其证券监管机

构已与中国证监会签订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并保持着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ꎻ
(五) 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第五条　 申请人民币合格投资者资格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财务稳健ꎬ 资信良好ꎬ 注册地、 业务资格等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规定ꎻ
(二)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有效ꎬ 从业人员符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有关从

业资格要求ꎻ
(三) 经营行为规范ꎬ 最近 ３ 年或者自成立起未受到所在地监管部门的重

大处罚ꎻ
(四) 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
第五条　 申请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申请人的财务稳健ꎬ 资信良好ꎬ 资产管理规模、 经营年限等符合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ꎻ
(二) 拥有符合规定的具有境外投资管理相关经验的人员ꎻ
(三) 具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控制度ꎬ 经营行为规范ꎻ
(四) 最近 ３ 年没有受到监管机构的重大处罚ꎬ 没有重大事项正在接受司

法部门、 监管机构的立案调查ꎻ
(五) 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外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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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１８ 对存在失信行

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进出口货物实

施严 密 监 管ꎬ 在

办理通关业务时ꎬ
加强单证审核或

布控查验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海关总署

１９ 对存在失信行

为的生产经营单

位申请适用海关

认证企业管理的ꎬ
不 予 通 过 认 证ꎮ
已经成为认证企

业的ꎬ 按 照 规 定

下 调 企 业 信 用

等级ꎮ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九) 未有不良外部信用高级认证第 ２３ 项、 低级认证第 ２０ 项外部信用企

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负责关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财务负责人连续

１ 年在工商、 商务、 税务、 银行、 外汇、 检验检疫、 公安、 检察院、 法院等部

门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失信企业或者人员名单、 黑名单企业、 人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
(一) 有走私犯罪或者走私行为的ꎻ
(二) 非报关企业 １ 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次数超过上年度报关单、

进出境备案清单等相关单证总票数千分之一且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超过 １０ 万

元的违规行为 ２ 次以上的ꎬ 或者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累计超过 １００ 万元的ꎻ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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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报关企业 １ 年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次数超过上年度报关单、 进出境备

案清单总票数万分之五的ꎬ 或者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累计超过 １０ 万元的ꎻ
(三) 拖欠应缴税款、 应缴罚没款项的ꎻ
(四) 上一季度报关差错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报关差错率 １ 倍以上的ꎻ
(五) 经过实地查看ꎬ 确认企业登记的信息失实且无法与企业取得联

系的ꎻ
(六) 被海关依法暂停从事报关业务的ꎻ
(七) 涉嫌走私、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拒不配合海关进行调查的ꎻ
(八) 假借海关或者其他企业名义获取不当利益的ꎻ
(九) 弄虚作假、 伪造企业信用信息的ꎻ
(十) 其他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的情形ꎮ
第十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海关应当终止认证:
(一) 发生涉嫌走私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被海关立案侦查或者调

查的ꎻ
(二) 主动撤回认证申请的ꎻ
(三) 其他应当终止认证的情形ꎮ

２０ 将失信企业的

失信状况作为纳

税信用评价的重

要外部参考ꎮ

«纳税信用管理办法 (试行) »
第十条　 纳税信用信息包括纳税人信用历史信息、 税务内部信息、 外部

信息ꎮ
纳税人信用历史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和评价年度之前的纳税信用记录ꎬ 以及

相关部门评定的优良信用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ꎮ
税务内部信息包括经常性指标信息和非经常性指标信息ꎮ 经常性指标信息

是指涉税申报信息、 税 (费) 款缴纳信息、 发票与税控器具信息、 登记与账

簿信息等纳税人在评价年度内经常产生的指标信息ꎻ 非经常性指标信息是指税

务检查信息等纳税人在评价年度内不经常产生的指标信息ꎮ
外部信息包括外部参考信息和外部评价信息ꎮ 外部参考信息包括评价年度

相关部门评定的优良信用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ꎻ 外部评价信息是指从相关部门

取得的影响纳税人纳税信用评价的指标信息ꎮ
第十六条　 外部参考信息在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中记录ꎬ 与纳税信用评

价信息形成联动机制ꎮ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ꎬ 本评价年度直接判为 Ｄ 级:
(一) 存在逃避缴纳税款、 逃避追缴欠税、 骗取出口退税、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等行为ꎬ 经判决构成涉税犯罪的ꎻ
(二) 存在前项所列行为ꎬ 未构成犯罪ꎬ 但偷税 (逃避缴纳税款) 金额 １０

万元以上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１０％以上ꎬ 或者存在逃避追缴欠税、 骗取出

口退税、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ꎬ 已缴纳税款、 滞纳金、 罚

款的ꎻ
(三) 在规定期限内未按税务机关处理结论缴纳或者足额缴纳税款、 滞纳

金和罚款的ꎻ
(四) 以暴力、 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或者拒绝、 阻挠税务机关依法实施

税务稽查执法行为的ꎻ

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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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五) 存在违反增值税发票管理规定或者违反其他发票管理规定的行为ꎬ
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未缴、 少缴或者骗取税款的ꎻ

(六) 提供虚假申报材料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ꎻ
(七)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ꎬ 被停止出口退 (免) 税资格未到期的ꎻ
(八) 有非正常户记录或者由非正常户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

营的ꎻ
(九) 由 Ｄ 级纳税人的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的ꎻ
(十) 存在税务机关依法认定的其他严重失信情形的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税务领域信用建设ꎮ 建立跨部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ꎮ 开展纳税人基础信

息、 各类交易信息、 财产保有和转让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涉税信息的交换、 比

对和应用工作ꎮ 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和发布制度ꎬ 加强税务领域信用

分类管理ꎬ 发挥信用评定差异对纳税人的奖惩作用ꎮ 建立税收违法黑名单制

度ꎮ 推进纳税信用与其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ꎬ 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ꎮ

２１ 相关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加大对

失信企业日常监

督检查频次和提

高随机抽查概率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

核心机制ꎮ
(一)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ꎮ 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ꎮ 按规

定对诚信企业和模范个人给予表彰ꎬ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营造守信光荣的

舆论氛围ꎮ 发展改革、 财政、 金融、 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商

务、 工商、 税务、 质检、 安全监管、 海关、 知识产权等部门ꎬ 在市场监管和公

共服务过程中ꎬ 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ꎬ 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

理、 简化程序等 “绿色通道” 支持激励政策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逐步建立行政许可申请人信用承诺制度ꎬ 并开展申请人信用

审查ꎬ 确保申请人在政府推荐的征信机构中有信用记录ꎬ 配合征信机构开展信

用信息采集工作ꎮ 推动形成市场性约束和惩戒ꎮ 制定信用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ꎬ 完善失信信息记录和披露制度ꎬ 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到制

约ꎮ 推动形成行业性约束和惩戒ꎮ 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并监督会员

遵守ꎮ 对违规的失信者ꎬ 按照情节轻重ꎬ 对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实行警告、 行

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等惩戒措施ꎮ 推动形成社会性约束和惩戒ꎮ 完善社会

舆论监督机制ꎬ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ꎬ 发挥群众评议讨论、 批评报道

等作用ꎬ 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ꎬ 形成社会震慑力ꎬ 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ꎮ

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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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建立失信行为有奖举报制度ꎮ 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ꎬ 保护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ꎮ
建立多部门、 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ꎮ 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共享ꎬ 实现多

部门、 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ꎬ 使守信者处处受益、 失信者寸步难行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

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
二、 切实发挥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作用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将相关市场主体所提供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作

为其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对守信者ꎬ 应探索实行优先办理、 简化程序、
“绿色通道” 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ꎻ 对失信者ꎬ 应结合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严

格落实失信惩戒制度ꎮ
对食品药品安全、 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 医疗卫生、 工程建设、 教育科

研、 电子商务、 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经济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ꎬ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率先推进在行政管理

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２２ 将失信企业的

失信信息通过质

检部门门户网站、
“信用中国” 网站

和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向社会

公布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九) 大力推进市场主体信息公示ꎮ 严格执行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ꎬ 加快实施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制度ꎮ 建设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ꎬ 依法对企业注册登记、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基本信用

信息以及企业年度报告、 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进行公示ꎬ 提

高市场透明度ꎬ 并与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有机对接和信息共

享ꎮ 支持探索开展社会化的信用信息公示服务ꎮ 建设 “信用中国” 网站ꎬ 归

集整合各地区、 各部门掌握的应向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ꎬ 实现信用信息一站式

查询ꎬ 方便社会了解市场主体信用状况ꎮ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网站要与 “信用

中国” 网站链接ꎬ 并将本单位政务公开信息和相关市场主体违法违规信息在

“信用中国” 网站公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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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 (以下简称其他政府部

门) 应当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下列企业信息:
(一) 行政许可准予、 变更、 延续信息ꎻ (二) 行政处罚信息ꎻ (三) 其他

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ꎮ 其他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ꎬ 也可以

通过其他系统公示前款规定的企业信息ꎮ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应

当按照国家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ꎬ 实现企业信息的互联共享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二十三) 加强和规范政府数据采集ꎮ 建立健全政府大数据采集制度ꎬ 明确

信息采集责任ꎮ 各部门在履职过程中ꎬ 要依法及时、 准确、 规范、 完整地记录和采

集相关信息ꎬ 妥善保存并及时更新ꎮ 加强对市场主体相关信息的记录ꎬ 形成信用

档案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的市场主体ꎬ 按照有关规定列入 “黑名单” 并公开曝光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七)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公示机制ꎮ 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ꎬ 全面落实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上网公开制度ꎮ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ꎬ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部门要将各类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信

息在 ７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网站公开ꎬ 并及时归集至 “信用中国” 网站ꎬ 为

社会提供 “一站式” 查询服务ꎮ 涉及企业的相关信息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ꎮ 推动司法机关在 “信用中国” 网站

公示司法判决、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信用信息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质检总局、
工商总局

２３ 失信企业的失

信信息由中央网

信办协调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单

位向社会公布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九条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一) 涉及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ꎻ (二) 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

晓或者参与的ꎻ (三) 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 职能、 办事程序等情况的ꎻ
(四) 其他依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ꎮ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ꎬ 应当遵守宪

法、 法律和法规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ꎬ 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ꎬ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七)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公示机制ꎮ 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ꎬ 全面落实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上网公开制度ꎮ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ꎬ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部门要将各类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信

息在 ７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网站公开ꎬ 并及时归集至 “信用中国” 网站ꎬ 为

社会提供 “一站式” 查询服务ꎮ 涉及企业的相关信息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ꎮ 推动司法机关在 “信用中国” 网站

公示司法判决、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信用信息ꎮ

中央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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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２４ 失信企业变更

名称 的ꎬ 将 变 更

前后的名称在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上公示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二条　 政府部门发现其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ꎬ 应当及时更正ꎮ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政府部门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ꎬ 有权要求该政府

部门予以更正ꎮ
企业发现其公示的信息不准确的ꎬ 应当及时更正ꎻ 但是ꎬ 企业年度报告公

示信息的更正应当在每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完成ꎮ 更正前后的信息应当同时公示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七)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公示机制ꎮ 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ꎬ 全面落实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上网公开制度ꎮ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ꎬ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部门要将各类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信

息在 ７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网站公开ꎬ 并及时归集至 “信用中国” 网站ꎬ 为

社会提供 “一站式” 查询服务ꎮ 涉及企业的相关信息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ꎮ 推动司法机关在 “信用中国” 网站

公示司法判决、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信用信息ꎮ

工商总局

２５ 将失信企业及

法定代表人的失

信信息纳入金融

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ꎬ 记 入 企 业

及个人信用记录ꎮ

«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征信机构可以通过信息主体、 企业交易对方、 行业协会提供

信息ꎬ 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已公开的信息ꎬ 人民法院依法公布的判决、 裁定等渠

道ꎬ 采集企业信息ꎮ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信息提供者ꎬ 是指向征信机构提供信息的单位和个人ꎬ 以及向金融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息的单位ꎮ
(二) 信息使用者ꎬ 是指从征信机构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获取信息

的单位和个人ꎮ
(三) 不良信息ꎬ 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下列信息: 信息主

体在借贷、 赊购、 担保、 租赁、 保险、 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行义务的

信息ꎬ 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ꎬ 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义务以

及强制执行的信息ꎬ 以及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不良信息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快征信系统建设ꎮ 征信机构开展征信业务ꎬ 应建立以企事业单位及其他

社会组织、 个人为对象的征信系统ꎬ 依法采集、 整理、 保存、 加工企事业单位

及其他社会组织、 个人的信用信息ꎬ 并采取合理措施保障信用信息的准确性ꎮ
各地区、 各行业要支持征信机构建立征信系统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一)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市场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有关部

门和机构应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索引ꎬ 及时公开披露相关信息ꎬ 便于市场识

别失信行为ꎬ 防范信用风险ꎮ 督促有关企业和个人履行法定义务ꎬ 对有履行

能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出境和限制购买不动产、 乘坐飞机、

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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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 旅游度假、 入住星级以上宾馆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

施ꎮ 支持征信机构采集严重失信行为信息ꎬ 纳入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引导商

业银行、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定价原则ꎬ 对严重

失信主体提高贷款利率和财产保险费率ꎬ 或者限制向其提供贷款、 保荐、 承

销、 保险等服务ꎮ
(十四) 完善个人信用记录ꎬ 推动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人ꎮ 对企事业单位

严重失信行为ꎬ 在记入企事业单位信用记录的同时ꎬ 记入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

负责人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人信用记录ꎮ 在对失信企事业单位进行联

合惩戒的同时ꎬ 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采取相应的联合惩戒

措施ꎮ 通过建立完整的个人信用记录数据库及联合惩戒机制ꎬ 使失信惩戒措施

落实到人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

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司 〔２０１４〕 ９２０ 号)
一、 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主体信用记录

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主体信用记录是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在行政管理事项

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基础性工作ꎮ 各地区要对本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

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ꎬ 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ꎮ 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国家

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ꎬ 完善行业信用信息记录ꎬ 加快推进行业内信用信息互联

互通ꎮ 各地方、 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ꎬ 支持征信机构根据市场信用

需求ꎬ 依法采集个人、 企业、 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信用信息ꎬ 建立信用

信息数据库ꎬ 提供专业化的征信服务ꎮ 要加快建立完善重点领域社会成员信用

记录ꎬ 疏通信用信息来源渠道ꎮ

２６ 限制失信企业

享受政府补贴性

资金和社会保障

资金支持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财 政 部、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 障 部、 国

资 委 等 有 关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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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２７ 限制失信企业

受 让 收 费 公 路

权益ꎮ

«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
第十二条　 公路收费权的受让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财务状况良好ꎬ 企业所有者权益不低于受让项目实际造价的 ３５％ꎻ
(二) 商业信誉良好ꎬ 在经济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ꎻ
(三)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九) 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ꎮ 在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

依法依规对本领域失信行为作出处理和评价基础上ꎬ 通过信息共享ꎬ 推动其他

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对严重失信行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ꎮ 重点包括: 一是

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ꎬ 包括食品药品、 生态环境、 工

程质量、 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 强制性产品认证等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ꎮ 二是

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ꎬ 包括贿赂、 逃税骗税、 恶

意逃废债务、 恶意拖欠货款或服务费、 恶意欠薪、 非法集资、 合同欺诈、 传

销、 无证照经营、 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故意侵犯知识产权、 出借和借用资质投

标、 围标串标、 虚假广告、 侵害消费者或证券期货投资者合法权益、 严重破坏

网络空间传播秩序、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严重失信行为ꎮ 三是拒不履行法定义

务ꎬ 严重影响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公信力的行为ꎬ 包括当事人在司法机关、 行

政机关作出判决或决定后ꎬ 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 逃避执行等严重失信行

为ꎮ 四是拒不履行国防义务ꎬ 拒绝、 逃避兵役ꎬ 拒绝、 拖延民用资源征用或者

阻碍对被征用的民用资源进行改造ꎬ 危害国防利益ꎬ 破坏国防设施等行为ꎮ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交通运输部

２８ 将失信企业失

信状况作为享受

优惠性政策支持

的审慎性参考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五、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

核心机制ꎮ
(一)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ꎮ 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ꎮ 按规

定对诚信企业和模范个人给予表彰ꎬ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营造守信光荣的

舆论氛围ꎮ 发展改革、 财政、 金融、 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商

务、 工商、 税务、 质检、 安全监管、 海关、 知识产权等部门ꎬ 在市场监管和公

共服务过程中ꎬ 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ꎬ 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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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理、 简化程序等 “绿色通道” 支持激励政策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逐步建立行政许可申请人信用承诺制度ꎬ 并开展申请人信用

审查ꎬ 确保申请人在政府推荐的征信机构中有信用记录ꎬ 配合征信机构开展信

用信息采集工作ꎮ 推动形成市场性约束和惩戒ꎮ 制定信用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ꎬ 完善失信信息记录和披露制度ꎬ 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到制

约ꎮ 推动形成行业性约束和惩戒ꎮ 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并监督会员

遵守ꎮ 对违规的失信者ꎬ 按照情节轻重ꎬ 对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实行警告、 行

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等惩戒措施ꎮ 推动形成社会性约束和惩戒ꎮ 完善社会

舆论监督机制ꎬ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ꎬ 发挥群众评议讨论、 批评报道

等作用ꎬ 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ꎬ 形成社会震慑力ꎬ 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ꎮ
建立失信行为有奖举报制度ꎮ 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ꎬ 保护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ꎮ
建立多部门、 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ꎮ 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共享ꎬ 实现多

部门、 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ꎬ 使守信者处处受益、 失信者寸步难行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质检总局、
商务 部、 海 关

总署、 税 务 总

局等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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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２９ 限制失信企业

及其法定代表人

获得相关部门颁

发 的 荣 誉 证 书、
嘉奖和表彰等荣

誉性称号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

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对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

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

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

禁入制度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

制ꎬ 在政府采购、 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ꎬ 将企

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ꎬ 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

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

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目审

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格限

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设施

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失信

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严重

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中央文明办牵

头ꎬ 各 部 门 共

同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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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３０ 限制失信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在

食品 药 品、 特 种

设备等直接关系

消费者生命财产

安全 的 领 域ꎬ 担

任相关企业法定

代 表 人、 监 事、
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ꎻ
(二) 因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ꎬ 被判处刑罚ꎬ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ꎬ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ꎬ 执行期满

未逾五年ꎻ
(三)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 经理ꎬ 对该公司、 企

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ꎬ 自该公司、 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ꎻ
(四)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公司、 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ꎬ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ꎬ 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ꎻ
(五)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ꎮ 公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 委派董

事、 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该选举、 委派或者聘任无效ꎮ 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ꎬ 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ꎮ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ꎬ 企业登记机关不

予核准登记: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ꎮ
(二)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ꎮ
(三) 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ꎮ
(四) 因犯有贪污贿赂罪、 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罪ꎬ 被判处刑罚ꎬ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ꎻ 因犯有其他罪ꎬ 被判处刑罚ꎬ 执行期

满未逾三年的ꎻ 或者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ꎬ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ꎮ
(五) 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 经理ꎬ 并

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ꎬ 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的ꎮ
(六)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ꎬ 并对该企业违法

行为负有个人责任ꎬ 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ꎮ
(七) 个人负债数额较大ꎬ 到期未清偿的ꎮ
(八) 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能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ꎬ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ꎬ 提醒其履行公示义务ꎻ 情节

严重的ꎬ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ꎻ 造成他

人损失的ꎬ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ꎻ
(二) 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的ꎮ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ꎬ 由县级以上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移出经营异常名录ꎻ 满 ３ 年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

的ꎬ 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ꎬ 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ꎮ 被

工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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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部门

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ꎬ ３ 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ꎮ
企业自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之日起满 ５ 年未再发生第一款规定情形

的ꎬ 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移出严重违法企业名单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

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司 〔２０１４〕 ９２０ 号)
一、 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主体信用记录

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主体信用记录是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在行政管理事项

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基础性工作ꎮ 各地区要对本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

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ꎬ 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ꎮ 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国家

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ꎬ 完善行业信用信息记录ꎬ 加快推进行业内信用信息互联

互通ꎮ 各地方、 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ꎬ 支持征信机构根据市场信用

需求ꎬ 依法采集个人、 企业、 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信用信息ꎬ 建立信用

信息数据库ꎬ 提供专业化的征信服务ꎮ 要加快建立完善重点领域社会成员信用

记录ꎬ 疏通信用信息来源渠道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十三)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报告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

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

入、 行政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

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

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

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

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

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

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０２５



法规文件

公安部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办公室　 教育部　 司法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联合开展 ２０１６ 年 “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活动的通知
公交管 〔２０１６〕 ６３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 局ꎬ 文明办ꎬ
网信办ꎬ 教育厅 (教委)ꎬ 司法厅、 局ꎬ 交通

运输厅、 局ꎬ 安全监管局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公安局、 文明办、 网信办、 教育局、 司法局、
交通局、 安全监管局:

为大力推动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ꎬ 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ꎬ 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

识、 文明意识、 法治意识ꎬ 在全社会形成党委

领导、 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

保障的工作格局ꎬ 在全社会营造共同关注交通

安全、 携手创建文明交通的良好氛围ꎬ 公安

部、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 司法

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决定ꎬ 围

绕 “社会协同治理、 安全文明出行” 主题ꎬ 在

全国联合组织开展第五个 １２２ “全国交通安全

日” 主题活动ꎮ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齐抓共管、 协同治理ꎬ 形成部门

合力
综合治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ꎬ 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ꎬ 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满意度

是建设 “平安中国” 的重要内容ꎮ 各地要充分

发挥职能部门、 行业组织的优势ꎬ 动员社会各

方资源ꎬ 积极开展系列主题活动ꎬ 宣传文明交

通新风尚ꎮ 要开展 “交通安全面对面” 活动ꎬ
送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知识常识进校园、 进社

区、 进企业ꎬ 让广大中小学生ꎬ 客货车、 校车

和危化品运输车辆驾驶人ꎬ 企业负责人及安全

员普遍接受一次触动大、 体会深的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ꎬ 进一步树立规则意识ꎬ 做到知法、 懂

法、 守法ꎮ 要开展 “文明交通我参与” 活动ꎬ
开展以 “维护交法权威、 保护自身安全” “了
解交法我有责、 安全交通为大家” 为主题的演

讲比赛、 知识大赛等活动ꎮ 要开展 “严重违法

大曝光” 活动ꎬ 结合治理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

超载等工作ꎬ 曝光、 公布一批涉及公路客货运

企业、 旅游客运企业、 危化品运输企业主体责

任不落实的典型案例ꎬ 增强震慑力ꎮ 要开展

“交通违法我监督” 活动ꎬ 结合文明城市、 文

明村镇创建等活动ꎬ 发动社会力量ꎬ 开展交通

违法有奖举报、 交通陋习 “随手拍” 等活动ꎬ
加强行人和非机动车各行其道、 遵守交通信号

的倡导ꎬ 加强私家车争道抢行、 不礼让斑马线

等交通陋习的查处ꎬ 强化文明交通人人有责、
安全交通人人有为的良好氛围ꎮ 要结合实际创

作一批主题宣传品ꎬ 大量印制、 发放、 传播带

有 １２２ “全国交通安全日” 标识的主题宣传品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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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宣传品电子版附后)ꎮ
二、 互通共融、 互动共赢ꎬ 强化全媒

体宣传
各地要抓紧启动 “全国交通安全日” 预热

宣传ꎬ 在 １１ 月下旬至 １２ 月 ２ 日开展集中宣传ꎬ
并于 “全国交通安全日” 当天形成宣传高潮ꎮ
要加强媒资共享ꎬ 与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积

极沟通ꎬ 共享文明交通的工作亮点、 鲜活生动

的影音素材、 震撼人心的典型案例ꎬ 建设宣传

素材 “中央厨房”ꎬ 依托技术手段ꎬ 做到互通

共融、 互动共赢ꎮ 要加强 １２２ 公益提示ꎬ 以公

益广告、 滚动字幕等形式持续播出 “全国交通

安全日” 宣传片和主题提示ꎬ 形成媒体公益宣

传周、 宣传月ꎮ 要开展 １２２ “百城百台” 联播ꎬ
联合策划线上线下活动ꎬ 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

广播电视大联动ꎬ 开展 “守护平安、 走进百

城” １２２ 主题微直播活动ꎬ 实时聚合呈现宣传

活动ꎮ 要组织先进典型展播活动ꎬ 集中宣传、
广泛展示 “中国好交警” “中国好司机” 的故

事ꎬ 弘扬正能量ꎬ 展示新风尚ꎮ 要突出新媒体

传播ꎬ 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的强大覆盖作用ꎬ
强化新媒体平台交通安全知识普及服务的个性

化、 交互性ꎬ 增强用户黏合度ꎮ 设置 “全国交

通安全日” “我的 １２２” “文明交通我践行”
“交通文明我参与” 等主题词ꎬ 鼓励网民参与

１２２ 主题视频、 文章、 图片征集和展示活动ꎬ
突出交互性和代入感ꎬ 形成新媒体网络集群

效应ꎮ
三、 优势互补、 补齐短板ꎬ 强化公益

宣传
各地要积极发挥企业机构、 社会组织和广

大群众的积极性ꎬ 鼓励和支持他们参与交通安

全公益事业和公益宣传ꎬ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ꎬ
强化自我管理ꎬ 倡导守法出行理念ꎮ 要推广

“交通安全体验课” 示范课程ꎬ 发挥社会力量ꎬ
用好 “交通安全体验课” 视频、 示范课资料包

等ꎬ 结合 “交通安全进校园” “交通安全基地

互动体验” “警营开放日” 等ꎬ 重点选择城乡

接合部、 公路沿线和农村地区小学、 幼儿园开

展 “交通安全体验课” 活动ꎮ 要开展 “被看见

才安全” 公益宣传活动ꎬ 针对秋冬季农村、 城

乡接合部地区学生交通安全问题多发状况ꎬ 集

中开展针对性宣传和典型案例曝光ꎬ 组织开展

送反光贴、 反光背心等公益活动ꎬ 积极劝导家

长、 学生安全出行ꎬ 最大限度防范未成年人交

通伤害ꎬ 增强学生交通安全自护能力ꎮ 要开展

“文明交通美好愿景” 公益宣传活动ꎬ 既要发

挥社会公众人物的名人效应和强大影响力ꎬ 又

要注重做好平凡人的表达ꎬ 讲述文明交通愿景

及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ꎬ 进一步推动交通安

全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ꎬ 使交通参

与者真正参与文明交通创建ꎮ
请各地分别于 １１ 月 １６ 日前和 １２ 月 １０ 日

前上报本地活动方案和工作总结、 １２２ “全国

交通安全日” 创新项目ꎬ 有关工作情况届时将

全国通报ꎮ

附件:
１ １２２ “全国交通安全日” ＬＯＧＯ
２ «小学生交通安全体验课» 示范课件、

海报 (网盘链接: ｈｔｔｐ: / / ｐ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 １０８ＩｔＲＫｍ 密码: ｍ７８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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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科协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的通知

妇字 〔２０１６〕 ３９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妇联、 教育厅 (教委)、
文明办、 民政厅 (局)、 文化厅 (局)、 卫生计

生委、 新闻出版广电局、 科协、 关工委ꎬ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妇联、 教育局、 文明办、 民政局、 宣

传部、 卫生局、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文化广

播电视局、 新闻出版局、 科技局、 关工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特别是关于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

风” 的重要指示ꎬ 进一步推动 “十三五” 时期

家庭教育工作创新发展ꎬ 全国妇联、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

科协、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并

实施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ꎮ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各地贯

彻落实ꎮ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 “注重家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重要指示ꎬ 按照

中央文明委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

部署和要求ꎬ 推动 “十三五” 时期家庭教育工

作创新发展ꎬ 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ꎬ 特制定

本规划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 导 思 想ꎮ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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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五位一

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的发展理念ꎬ 落实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以及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中
国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提出的相

关目标任务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加强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为核心ꎬ 以强化家

长家庭教育主体责任ꎬ 提高家长家庭教育水

平ꎬ 培养儿童优良品质和健康人格ꎬ 促进儿童

健康成长为目标ꎬ 以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及家庭

教育宣传实践活动为载体ꎬ 着力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家庭美德以及科学的儿童发展观宣

传教育ꎬ 着力建立健全适应城乡发展、 满足家

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ꎬ 促进

家庭教育工作均衡深入发展ꎬ 为营造有利于儿

童健康成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创造条件ꎬ 为促

进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发挥重要基

础作用ꎮ
(二) 基本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ꎮ 要始终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和根本ꎬ
突出思想道德教育ꎬ 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ꎬ 养成好思想、 好品格、
好习惯ꎬ 努力成长为有知识、 有品德、 有作为

的新一代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ꎮ
坚持需求导向ꎮ 要始终把家长和儿童的需

求作为家庭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注重

解决家庭教育中的突出问题ꎮ 以需求和问题为

导向ꎬ 确立家庭教育工作目标ꎬ 完善家庭教育

政策措施ꎬ 创新家庭教育指导方式ꎬ 为家长提

供多元化、 有针对性的指导服务ꎮ
坚持家长尽责ꎮ 要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ꎬ 进一步强化家长的监护主体责任ꎬ 引导家

长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ꎮ 帮助家长全面学习

家庭教育知识ꎬ 系统掌握家庭教育科学理念和

方法ꎬ 时时处处用正确行动、 正确思想、 正确

方法教育引导孩子ꎮ

坚持政府主导ꎮ 要推动各级政府在指导推

进家庭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ꎬ 建立健全部门联

动的工作机制ꎬ 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措施ꎬ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ꎬ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支持ꎬ 促进家庭教育资源均衡配置ꎬ 切实为家

庭提供普惠性、 常态化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ꎮ
坚持创新发展ꎮ 要将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置

于国家创新发展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

下ꎬ 以家庭教育理论创新为基础ꎬ 注重思想观

念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 专业人才培养和指导

服务模式创新ꎬ 大力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

科学性和实效性ꎮ
(三) 总体目标ꎮ 加快家庭教育事业法制

化、 专业化、 网络化、 社会化建设ꎬ 到 ２０２０ 年

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 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ꎮ
———进一步突出家庭教育的核心和根本ꎮ

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教

育全过程ꎬ 形成以家庭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内容

体系和服务体系ꎮ
———进一步拓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ꎮ

继续巩固发展学校、 家庭、 社区相衔接的指导

服务网络ꎬ 城市社区、 学校建立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站点或家长学校的比率达到 ９０％ꎬ 农村社

区 (村)、 学校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或

家长学校的比率达到 ８０％ꎮ 深入挖掘家庭教育

公共文化服务资源ꎬ 大力拓展新媒体服务阵

地ꎬ 搭建基本覆盖城乡的信息共享服务平台ꎮ
———进一步提高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化水

平ꎮ 逐步引入专业化的指导服务力量ꎬ 提升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质量和水平ꎬ 增强指导服务

的科学性和实效性ꎬ 基本满足普惠性的家庭教

育公共服务需求ꎮ
———进一步深化家庭教育科学研究ꎮ 推动家

庭教育学科建设ꎬ 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

教育理论体系ꎮ 在此基础上ꎬ 推动完善家庭教育

政策措施ꎬ 出台家庭教育法律法规ꎬ 初步构建以

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法律法规政策框架ꎮ
———进一步健全家庭教育工作机制ꎮ 逐步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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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保障

机制ꎬ 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制度ꎮ
二、 重点任务
(一) 准确把握家庭教育核心内容

１ 注重突出家庭道德教育内容ꎮ 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融入课题研究、 指导服

务、 亲子活动等家庭教育各个环节ꎮ 注重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引导家庭成员树立和坚持正

确的家庭观、 国家观和民族观ꎮ 注重对家长和儿

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诚信教育、 孝敬教育、 勤

俭节约教育、 生态文明教育、 安全教育、 法治教

育、 心理健康教育等ꎬ 倡导 “尊老爱幼、 男女

平等、 夫妻和睦、 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 家庭

美德ꎬ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走进家庭ꎬ
形成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ꎮ

２ 积极拓展家庭教育活动载体ꎮ 围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广泛开展 “寻找最

美家庭” 活动ꎬ 开展 “五好家庭” “文明家

庭” 以及 “书香家庭” “和谐家庭” “廉洁家

庭” “绿色家庭” “学习家庭” 等各具特色的

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引导广大家庭以德治家、
以学兴家、 文明立家、 忠厚传家ꎮ 积极开展传

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ꎬ 让好的家风成为生活

方式和生活常态ꎮ 组织开展 “争做合格家长培

养合格人才” 等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ꎬ 教育

引导家长注重培养儿童的优良品质、 健康人格

和良好行为习惯ꎮ 不断强化活动的互动性和参

与性ꎬ 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ꎬ 打造一批

使家长儿童切实受益的品牌活动ꎮ
３ 正确引导家庭教育舆论导向ꎮ 要充分发

挥新闻媒体优势ꎬ 宣传家庭教育正确理念和知

识ꎬ 宣传优秀家庭教育案例ꎬ 弘扬和传承好家

风、 好家训、 好家教ꎬ 引导全社会重视和支持

家庭教育ꎮ 建立由专家、 指导服务者、 专业社

会工作者等组成的家庭教育媒体舆情监测团

队ꎬ 组织开展舆情分析ꎬ 回应热点难点问题ꎬ
为家庭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ꎮ

(二) 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网络

４ 强化社区家庭教育服务功能ꎮ 依托城乡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城乡社区教育机构、 儿童

之家、 青少年宫、 儿童活动中心等ꎬ 普遍建立

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ꎬ 城市社区

达到 ９０％ꎬ 农村社区 (村) 达到 ８０％ꎮ 继续推

动有条件的机关、 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创办

家长学校ꎬ 开展规范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

动ꎮ 着力推动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城乡社

区服务站工作的重要内容ꎬ 纳入城乡社区公共

服务体系ꎬ 逐步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 公

众参与的普惠性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模式ꎬ 确

保每年至少组织 ２ 次家庭教育指导和 ２ 次家庭

教育实践活动ꎮ
５ 巩固发展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ꎮ

在中小学、 幼儿园、 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家长学

校ꎬ 城市学校建校率达到 ９０％ꎬ 农村学校达到

８０％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中小学、
幼儿园、 中等职业学校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管

理ꎬ 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学校和幼儿园工

作的重要任务ꎬ 纳入师资培训和教师考核工

作ꎬ 指导家长学校做到有师资队伍、 有教学计

划、 有指导教材或大纲、 有活动开展、 有成效

评估ꎬ 确保中小学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 １
次家庭教育指导和 １ 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ꎬ 幼

儿园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 １ 次家庭教育指

导和 ２ 次亲子实践活动ꎬ 中等职业学校每学期

至少组织 １ 次规范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ꎮ
６ 统筹推进家庭教育公共文化服务ꎮ 公共

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纪念馆、 美术馆、
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ꎬ 每年至少开展 ２
次公益性的家庭教育讲座或家庭教育亲子活

动ꎬ 积极开发家庭教育公共文化服务产品ꎬ 提

升儿童和家长科学文化素养ꎮ 深入实施全民阅

读工程ꎬ 定期向广大家长和儿童推荐优秀图

书ꎬ 开展多种形式的家庭读书活动ꎬ 加强亲子

阅读研究与指导ꎬ 倡导广大家庭多读书、 读好

书、 善读书ꎬ 使家长和儿童养成阅读习惯ꎮ
(三) 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化水平

７ 提升指导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ꎮ 在发展

壮大家庭教育专职工作者队伍、 专家队伍、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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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队伍、 “五老” 队伍基础上ꎬ 进一步制定

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和培训规划ꎮ 各地依

托有条件的高校、 研究机构或互联网平台等ꎬ
建立家庭教育指导者培训基地ꎬ 开发适合本地

区实际的培训课程和大纲ꎬ 科学系统培训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队伍ꎬ 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

伍专业化水平ꎮ
８ 培育专业化的指导服务机构ꎮ 加大推进

政府购买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的力度ꎬ 积极搭建

社会组织服务平台ꎬ 在 ５０％的城市社区和有条

件的农村社区 (村)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引

入专业社会工作者ꎬ 指导鼓励相关社会组织为

儿童和家庭提供常态化、 规范化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ꎬ 完善准入和监管评估机制ꎬ 建立健全

行业规范ꎬ 加强行业自律ꎬ 推进家庭教育社会

组织规范有序发展ꎬ 逐步培育形成家庭教育社

会支持体系ꎮ
(四) 大力拓展家庭教育新媒体服务平台

９ 积极搭建新媒体服务平台ꎮ 继续在广

播、 电视、 报刊等传统媒体设立家庭教育专

栏、 专题ꎬ 开展公益宣传ꎬ 探索建立远程家庭

教育服务网络ꎮ 进一步加快网络家长学校建

设ꎬ 提升网络服务的可及性及有效性ꎮ 大力拓

展微博、 微信和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服务平

台ꎬ 借势借力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ꎬ 基本搭

建覆盖城乡、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的家

庭教育信息共享服务平台ꎮ
１０ 不断增强网络服务功能ꎮ 积极开发各

类数字化的家庭教育服务产品ꎬ 组织开展线上

线下互动的家庭教育公益文化活动ꎬ 拓展家

园、 家校共育的信息服务渠道ꎬ 为家长提供便

捷的、 个性化的指导服务ꎮ
(五) 促进家庭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１１ 促进地区间家庭教育工作均衡发展ꎮ
大力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等相关民

生工程ꎬ 宣传科学育儿知识ꎮ 均衡家庭教育资

源配置ꎬ 依托远程教育、 移动互联网指导服务

平台等ꎬ 为资源匮乏的地区提供优质的家庭教

育资源ꎮ 采取有效措施ꎬ 鼓励家庭教育相关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及家庭教育志愿者、 “五老”
队伍等深入贫困地区ꎬ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ꎮ
１２ 加强儿童早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ꎮ 在

８０％的妇幼保健机构建立孕妇学校和儿童早期

发展基地ꎬ ５０％的婚姻登记处建立新婚夫妇学

校或提供婚姻家庭辅导、 婚育健康及育儿知识

宣传服务ꎮ 充分发挥各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点作用ꎬ 开展儿童早期家庭教育知识宣传普

及ꎮ 鼓励妇幼保健机构、 幼儿园面向社区和家

庭开展儿童早期家庭教育服务与指导ꎬ 探索建

立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模式ꎮ
１３ 强化特殊困境儿童群体家庭教育支持

服务ꎮ 城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要注重

建立家庭指导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或台账ꎬ 及时

掌握儿童家庭监护情况、 成长发展状况等ꎬ 重

点摸排所辖社区留守、 流动、 贫困、 重病、 重

残等特殊困境儿童家庭情况ꎬ 逐步建立登记报

告制度ꎬ 并依托驻区 (村) 专业社会工作者、
“五老” 队伍、 儿童福利督导员等ꎬ 为他们开

展常态化的、 专业化的家庭支持服务以及所需

的转介服务ꎮ 同时ꎬ 注重强化父母对儿童的监

护主体责任ꎬ 指导父母创设有利于儿童成长的

家庭环境ꎮ
(六) 深化家庭教育科学研究

１４ 确立 “十三五” 重点研究课题ꎮ 针对

新时期家庭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ꎬ 确立

“十三五” 家庭教育重点研究课题ꎬ 推动将家

庭教育重点研究课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攻关项目ꎮ
各级家庭教育学会 (研究会)、 教育学会家庭

教育专业委员会、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要加强

对研究课题的跟踪指导和管理ꎬ 提升研究质量

和水平ꎬ 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ꎮ
１５ 促进家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ꎮ 推动高

校在相关专业开设家庭教育课程ꎬ 将其作为终

身教育的重要内容ꎮ 有条件的高校设置家庭教

育相关专业ꎬ 进一步完善课程和教材体系ꎬ 加

快家庭教育学科建设ꎮ 依托有基础的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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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研究机构等ꎬ 建立家庭教育研究基地ꎬ 开展

家庭教育理论研究、 监测评估和实践探索ꎮ
１６ 注重家庭教育研究成果转化ꎮ 逐步探

索建立为家庭教育指导和决策服务的数据库平

台ꎬ 健全理论研究成果转化机制ꎮ 依据 «全国

家庭教育指导大纲»ꎬ 因地制宜ꎬ 开发多种形

式、 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产品ꎬ 建立和创新有地方特色、 有群体适应性

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ꎮ
(七) 加快家庭教育法制化建设

１７ 推进家庭教育立法进程ꎮ 全国层面ꎬ
由全国妇联、 教育部协同有关部门全面启动家

庭教育法的研究工作ꎬ 形成立法草案ꎬ 推动立

法进程ꎮ 有条件的地方可先行先试ꎬ 推动出台

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ꎬ 为家庭教育事业发展提

供法制保障ꎮ
１８ 制定完善家庭教育政策措施ꎮ 将家庭

教育事业发展纳入国家和地方 “十三五” 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 部门相关专项规划等ꎬ 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整体布局ꎮ 围绕家庭教育发展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ꎬ 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家庭教育

政策措施ꎬ 有效解决家庭教育面临的突出问

题ꎬ 推动家庭教育工作科学规范发展ꎮ
三、 组织保障
(一) 健全规划实施机制ꎮ 建立健全由党

委领导ꎬ 政府负责ꎬ 妇联、 教育部门共同牵

头ꎬ 文明办、 民政、 文化、 卫生计生、 新闻出

版广电、 科协、 关工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规划

实施领导协调机制ꎬ 做到定期沟通工作ꎬ 研究

解决突出问题ꎬ 联合开展督导调研ꎮ 县级以上

妇联组织、 教育部门要明确专人牵头负责推动

规划实施ꎮ 建立第三方评估等监测评估机制ꎬ
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有效监测评估ꎮ

(二) 落实部门职责任务ꎮ 各地、 各部门

要按照规划的总体要求ꎬ 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

行的家庭教育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ꎮ 要进一步

落实部门职责任务ꎬ 文明办负责将家庭教育纳

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ꎬ 作为评选文明城市、 文

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和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先进单位

等重要内容ꎬ 推进构建学校、 家庭、 社会协调

互动的教育网络ꎻ 教育部门负责与妇联、 关工

委等共同办好中小学、 幼儿园、 中等职业学校

家长学校ꎬ 推动高等学校加强家庭教育学科建

设和科学研究ꎻ 妇联、 卫生计生、 教育等部门

负责推进 ０—３ 岁儿童早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ꎻ
文化、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负责推动公共文化机

构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服务ꎬ 开发相关公共文化

服务产品ꎻ 民政部门负责将完善家庭教育服务

功能纳入城乡社区服务体系规划ꎬ 与妇联、 教

育、 卫生计生、 关工委等共同做好城乡社区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ꎬ 与妇联、 教育等部门共

同加强对家庭教育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规范管

理ꎮ 中国科协负责协调推动各类科普教育基地

开展家庭科普教育相关工作ꎮ
(三)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ꎮ 积极争取各级

政府加大对家庭教育事业财政投入以及购买服

务的力度ꎬ 推动将家庭教育经费纳入地方财政

预算或实施相关民生工程ꎬ 保障家庭教育工作

获得必需的财力支持ꎮ 积极拓展经费来源渠

道ꎬ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工作ꎬ
形成政府主导、 社会力量支持补充的家庭教育

财政保障机制ꎮ
(四) 加强工作示范引导ꎮ 采取多种形式ꎬ

及时总结推广地方和部门实施规划和指导推进

家庭教育的典型经验ꎬ 将家庭教育优秀典型纳

入 “最美家庭” “五好家庭” “文明家庭” 等

激励表彰范畴ꎬ 充分发挥引领和辐射带动作

用ꎬ 推动规划全面落实ꎮ

附件:
１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实施测评指标

２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 终期评估数据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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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实施测评指标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测评指标 指标要求

准确把握家庭教育核心内容

(１) 在家庭教育课题研究、 指导服务、 亲子活动中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内容

(２)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每年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

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公共服务

网络

(１) 城市社区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比率达到 ９０％

(２) 农村社区 (村) 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比率达到 ８０％

(３) 城市幼儿园、 中小学、 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家长学校的比率达到 ９０％

(４) 农村幼儿园、 中小学、 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家长学校的比率达到 ８０％

(５) 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每年至少开

展 ２ 次公益性的家庭教育讲座或家庭教育亲子活动

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化

水平

(１) 家庭教育专家队伍、 志愿者队伍规模在 “十二五” 基础上有所扩大

(２) 建立省级家庭教育指导者培训基地或平台

(３) 制定本省 “十三五”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伍培训规划ꎬ 做到有规划、 有

教材或大纲

(４) ５０％的城市社区和有条件的农村社区 (村)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引入

专业社会工作者ꎬ 开展常态化的指导服务ꎬ 做到有记录、 有评估

大力拓展家庭教育新媒体服务

平台

(１) 在广播、 电视、 报刊等大众传媒设立家庭教育专栏、 专题ꎬ 开展公益

宣传

(２) 省级建立网络家长学校

(３) 省市搭建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等家庭教育新媒体服务平台

促进家庭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１) 在 ８０％的妇幼保健机构建立孕妇学校和儿童早期发展基地

(２) 在 ５０％的婚姻登记处建立新婚夫妇学校或提供婚姻家庭辅导、 婚育健康

及育儿知识宣传服务

(３) 城乡社区 (村) 家庭教育服务站点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或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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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指标 指标要求

深化家庭教育科学研究

(１) 确立 “十三五” 家庭教育重点研究课题

(２) 有重点研究课题纳入当地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攻

关项目

(３) 组织申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课题并立项

(４) 定期组织开展家庭教育工作交流、 学术研讨活动

(５)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ꎬ 向人大、 政协提交家庭教育相关提议案

(６) 本省设置家庭教育课程或家庭教育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较 “十二五” 时

期有所增加

加快家庭教育法制化建设

(１) 省级及有条件的地市开展家庭教育立法调研

(２) 列入当地人大立法调研项目或立法计划

(３) 出台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

(４) 将家庭教育事业纳入当地 “十三五”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部门专项规划

加强工作组织领导

(１) 制定本省家庭教育工作规划

(２) 省市县建立规划实施工作领导协调机制

(３) 相关成员单位将家庭教育工作评估纳入本系统业务工作考核

(４) 县级以上妇联组织、 教育部门有专人牵头负责推动规划实施

(５) 将家庭教育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或实施相关民生工程

(６) 将家庭教育优秀典型纳入 “最美家庭” “五好家庭” “文明家庭” 激励表

彰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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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终期评估数据采集表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填写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评估指标 数据采集

家庭教育工作机制

(１) 省级财政投入家庭教育工作经费 万元ꎬ 地级财政投入家庭教育工作

经费 万元ꎬ 县级财政投入家庭教育工作经费 万元ꎮ
(２) 全省有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协调机构或规划实施领导协调机构 个ꎮ

家庭教育科学研究

(１) 全省有家庭教育学会 (研究会) 个ꎮ
(２) 全省开展家庭教育研究课题 项ꎬ 形成研究报告 份ꎬ 向人大、

政协提交家庭教育提议案 份ꎮ
(３) 县级以上制定出台家庭教育相关政策文件 个ꎮ
(４) 全省出版或编写家庭教育读物和指导培训材料 种ꎮ

家庭教育工作阵地

(１) 全省建立家长学校的幼儿园有 所ꎬ 占总数的 ％ꎻ
全省建立家长学校的小学有 所ꎬ 占总数的 ％ꎻ
全省建立家长学校的中学有 所ꎬ 占总数的 ％ꎻ
全省建立家长学校的中等职业学校有 所ꎬ 占总数的 ％ꎮ

(２) 全省共有 个城市社区ꎬ 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所ꎬ 其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展指导服务的有 所ꎮ
(３) 全省共有 个农村社区 (村)ꎬ 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点 所ꎬ 其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展指导服务的有 所ꎮ
(４) 全省建立孕妇学校和儿童早期发展基地的妇幼保健院有 个ꎬ 占总数

的 ％ꎻ 全省建立新婚夫妇学校 (或提供婚姻家庭辅导、 婚育健康及

育儿知识宣传服务) 的婚姻登记处有 个ꎬ 占总数的 ％ꎮ

家庭教育工作队伍

(１) 全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相关社会组织有 个ꎮ
(２) 全省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志愿者 人ꎮ
(３) 全省有家庭教育讲师团 个ꎬ 共 人ꎮ
(４) 全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伍培训 次ꎬ 培训人数 人次ꎮ

家庭教育网络化建设

(１) 全省有网上家长学校 个ꎮ
(２) 全省搭建手机微信、 短信等家庭教育新媒体服务平台 个ꎮ
(３) 全省设立家庭教育广播、 电视栏目 个ꎮ
(４) 全省创办家庭教育报纸、 刊物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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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关于 ２０１７ 年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的通知

中宣发 〔２０１６〕 ４４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厅 (委、 局)、 科技厅 (委、 局)、 司法厅

(局 )、 农 业 ( 农 牧、 农 村 经 济 ) 厅 ( 委、
局)、 文化厅 (局)、 卫生计生委、 新闻出版广

电局、 团委、 妇联、 科协:
为扎实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ꎬ 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ꎬ 围绕实施

脱贫攻坚工程、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ꎬ 关心支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ꎬ 现就 ２０１７ 年文化科技卫

生 “三下乡” 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ꎬ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以 邓小平 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紧紧围绕统筹推

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牢牢抓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任务ꎬ 把满足需求与提高

素质结合起来ꎬ 把提供服务与教育引导结合起

来ꎬ 着力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ꎬ 着力普

及科学知识、 弘扬科学精神ꎬ 着力改善农村医

疗卫生条件ꎬ 不断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 科

学文化素质、 健康素质ꎬ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和有力

支撑ꎮ
二、 具体安排
今冬明春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

育部、 科技部、 司法部、 农业部、 文化部、 国

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共青

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科协ꎬ 将组织开展以

下工作ꎮ
１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

实践ꎮ 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重中之重ꎬ 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特别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战略

思想ꎬ 激发农村干部群众建成全面小康的信

心ꎮ 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农村宣传解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推动全会精神走近农民、 深

入人心ꎮ 围绕农民群众关心的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促进农民增收、 共建

共享健康生活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形势政策宣

传ꎬ 用鲜活的事例和生动的语言ꎬ 把政策措施

讲清楚ꎬ 把对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ꎬ 增强广

大农民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坚定性ꎮ 组织专家挖掘整理乡风教化资源ꎬ 使

优秀的传统鲜活起来ꎬ 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群

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ꎮ 积极传播科学健康

生活方式ꎬ 移风易俗、 敦风化俗ꎬ 引导农民摒

弃落后习俗ꎬ 过上现代文明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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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深入推进文化下乡ꎮ 结合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ꎬ 持续开展 “文化进

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 “心连心”、 群星奖

优秀作品巡演、 文化艺术志愿服务、 农村电影

放映、 全民阅读、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乡村青

年文化节等活动ꎬ 活跃农民精神文化生活ꎮ 贯

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ꎬ 加强农村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ꎬ 实施 “贫困地区民族自

治县、 边境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ꎬ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ꎬ 使之成为深入开展文

化下乡活动的重要阵地ꎮ 统筹无线、 有线、 卫

星三种覆盖方式ꎬ 切实推进数字广播电视户户

通ꎬ 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数量、 更高质量的广

播电视公共服务ꎮ 加强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

设ꎬ 按照标准化均等化要求推动农家书屋提质

增效ꎬ 组织开展新春送书下乡、 阅读进农村等

活动ꎬ 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样性的阅读

需求ꎮ 完善 “结对子、 种文化” 工作机制ꎬ 充

分利用已有的基层联系点、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

务手段ꎬ 以 “小精尖” 的演出形式和 “点对

点” 的长期服务ꎬ 为农村带去源源不断的文化

滋养ꎮ 结合 “七五” 普法工作ꎬ 深化 “法律进

乡村” 活动ꎬ 围绕国家宪法日等精心组织群众

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深入宣传与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 民主法治建设、 农民生产生活等方面密切

相关的法律法规ꎬ 引导农民群众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ꎮ
３ 深入推进科技下乡ꎮ 贯彻落实全国科技

创新大会精神ꎬ 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农村

广泛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 科技服务和科

学普及活动ꎬ 不断提高农民科学素质ꎮ 继续实

施 “三区人才支持科技人员专项计划”ꎬ 深入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ꎬ 组织大中城市科技人员

到边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

展科技服务和创业扶贫ꎮ 加强科技示范基地、
农村科技创新室、 科技信息站、 科普活动室等

基层科技设施建设ꎬ 促进科技资源向农村流

动ꎮ 通过举办科技活动周、 科技列车行、 科学

使者进农村、 流动科技馆进基层、 科普大篷车

万里行、 科技之光青年专家服务团等示范活

动ꎬ 把有限资源整合起来ꎬ 着重解决农民群众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科技问题ꎮ 推进 «中国公民

科学素质基准» 在农村的宣传培训活动ꎬ 提高

农民科技意识ꎮ 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下乡活动ꎬ
在四级建制和乡村教学点五级办学体系基础

上ꎬ 建立分布于特色产业区域的农民田间学

校ꎬ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ꎮ 组织高校师生赴农村基层进行支教服务、
科技服务、 社会调查等活动ꎬ 继续抓好大中专

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ꎮ
４ 深入推进卫生下乡ꎮ 贯彻落实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精神ꎬ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ꎬ 深入开

展健康扶贫ꎮ 面向农村积极开展健康促进活

动ꎬ 继续开展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全国大型

义诊周活动ꎬ 组织国家医疗队开展义诊活动ꎬ
组建各级医疗队赴老、 少、 边、 穷地区开展巡

回医疗ꎮ 深入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ꎬ 做好万

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县级医院骨干医师

培训、 “走进西部” 卫生人才培训项目和东西

部医院对口支援工作ꎮ 加大对农村地区开展

“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项目、
计划生育家庭科学育儿、 青少年健康发展和养

老照护等试点工作的指导力度ꎬ 进一步扩大项

目试点ꎮ 持续开展关爱农村妇女儿童系列项

目ꎬ 组织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 创建幸福家庭

等活动ꎬ 实施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 “儿童

快乐家园” 等项目ꎬ 开展 “母亲健康快车”
“春蕾计划” “安康计划” “母亲邮包” 等

行动ꎮ
２０１６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ꎮ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科技部、
司法部、 农业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

联、 中国科协等部门将联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途经的 １５ 个省 (区、 市)ꎬ 共同组织开展 “三
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ꎬ 面向农民群众现场提供

文艺演出、 科普咨询、 法律咨询、 健康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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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ꎮ
三、 工作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开展 “三下乡” 活动

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

手ꎬ 作为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切实改

进作风的具体举措ꎬ 加大投入力度ꎬ 出台扶持

政策ꎬ 更好地服务基层ꎬ 服务农民ꎮ 要完善党

委和政府分管领导负责、 宣传部门统筹协调、
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领导

体制ꎬ 健全服务供给、 需求反馈和督促检查机

制ꎬ 推动 “三下乡” 常下乡、 常在乡ꎮ 要把

“三下乡” 纳入脱贫攻坚的总体部署ꎬ 加大对

少数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

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ꎬ 推动惠民项目与

农民需求有效对接ꎬ 重点解决农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ꎮ 要适应社会生活新变化和农民

群众新需求ꎬ 以新的理念思路推动 “三下乡”
活动创新发展ꎬ 增强工作的时代感和实效性ꎬ
不断开创 “三下乡” 活动的新局面ꎮ 要认真组

织元旦春节期间的集中服务活动ꎬ 丰富节日期

间农村文化生活ꎬ 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一个欢乐

喜庆祥和的节日ꎮ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履行牵头职责ꎬ 会同

文明办、 教育、 科技、 司法行政、 农业、 文

化、 卫生计生、 新闻出版广电、 团委、 妇联、
科协等部门ꎬ 整合资源力量ꎬ 提出切实管用的

具体措施ꎬ 推动各项任务落实ꎬ 务求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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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公务员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

印发 «关于对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相关失信
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６４１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

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等文件要求ꎬ 加快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ꎬ 健全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ꎬ
促进财政性资金依法依规合理使用ꎬ 国家发展

改革委、 人民银行、 财政部、 中央组织部、 中

央宣传部、 中央编办、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

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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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

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安全监管总

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公务员局、 民

航局、 外汇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相关失信责

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ꎮ 现印发

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相

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附件

关于对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

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等文件要求ꎬ 加快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ꎬ 健全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ꎬ
促进财政性资金依法依规合理使用ꎬ 国家发展

改革委、 人民银行、 财政部、 中央组织部、 中

央宣传部、 中央编办、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

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银

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公务员局、 民航局、
外汇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就财政性资金

管理使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达成如下一致意见ꎮ
一、 惩戒对象
联合惩戒的对象为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的在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

领域中存在弄虚作假、 虚报冒领、 骗取套取、
截留挪用、 拖欠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到期债务等失信、 失范行为的单位、 组织和有

关人员ꎮ
二、 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的失信联合惩戒系统ꎬ 依法依规向

签署本备忘录的其他部门和单位提供财政性资

金管理使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信息ꎬ 并在

“信用中国” 网站、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网站向社会公布ꎮ 其

他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备忘录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措施ꎬ 按季度将执行情况通过该系统反馈给国

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ꎮ
三、 惩戒措施
(一) 依法处理财政违法违规行为

对失信责任主体违反预算管理法律法规和

财经纪律的行为ꎬ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有关法

律法规严肃处理ꎮ
(二) 依法限制财政补助补贴性资金和社

会保障资金支持

各部门在主管领域内依法限制失信责任主

体申请财政补助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

支持ꎮ
(三) 依法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依法限制失信责任主体作为供应商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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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为选择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的参考

将失信责任主体相关信息作为选择参与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依据或参考ꎮ
(五) 供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

公司设立及变更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

际控制人审批ꎬ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的依

据或参考ꎻ 从严审核发行企业债券及公司债

券ꎻ 在上市公司或者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的事

中事后监管中ꎬ 对有严重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

单位予以重点关注

将失信责任主体相关信息作为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设立及变更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审批ꎬ 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的依据或参考ꎻ 从严审核失信

责任主体发行企业债券及公司债券ꎻ 对失信情

形严重的失信责任主体ꎬ 在上市公司或者非上

市公众公司收购的事中事后监管中ꎬ 对有严重

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予以重点关注ꎮ
(六) 从严审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

对失信责任主体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从

严审核ꎮ
(七) 依法限制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ꎻ 依

法限制任职融资性担保公司或金融机构的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依法限制失信责任主体设立融资性担保公

司ꎻ 依法限制失信责任主体任职融资性担保公

司或金融机构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ꎮ
(八) 设立保险公司审批参考ꎻ 依法限制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产品

将失信责任主体相关信息作为设立保险公

司审批参考ꎻ 依法限制失信责任主体 (自然

人) 及失信责任主体 (企事业单位) 的法定代

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

人员、 实际控制人支付高额保费购买具有现金

价值的保险产品ꎮ
(九) 供设立商业银行或分行、 代表处以

及参股、 收购商业银行审批时审慎性参考

将失信责任主体相关信息作为设立商业银

行或分行、 代表处以及参股、 收购商业银行的

审批时审慎性参考ꎮ
(十) 中止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或终止股权激励对象行权资格

对失信责任主体为境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的ꎬ 协助中止其股权激励计划或终止其股权激

励对象行权资格ꎮ
(十一) 供外汇额度核准与管理时审慎性

参考

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内机构投

资者额度审批和管理中ꎬ 将失信状况作为审慎

性参考依据ꎮ
(十二) 供金融机构融资授信时审慎性

参考

引导各金融机构在融资授信时查询拟授信

对象及其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失信责任主体ꎬ 对拟

授信对象为失信责任主体的从严审核ꎮ
(十三) 享受优惠性政策认定参考

在实施优惠性政策时ꎬ 查询相关机构及其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是否为失信责任主体ꎬ 对其享受该政

策时审慎性参考ꎮ
(十四) 依法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

业特许经营

对失信责任主体申请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特许经营ꎬ 依法进行必要限制ꎮ
(十五) 依法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对失信责任主体在取得政府供应土地方面

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ꎮ
(十六) 依法限制参与政府投资工程建设

项目投标活动

对失信责任主体申请参与政府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投标活动ꎬ 依法进行必要限制ꎮ
(十七) 依法限制受让收费公路权益

依法限制失信责任主体受让收费公路

权益ꎮ
(十八) 依法限制成为海关认证企业

失信责任主体申请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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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 海关不予通过认证ꎻ 已经成为认证企业

的ꎬ 按照规定下调企业信用等级ꎮ
(十九) 加大进出口货物监管力度

在失信责任主体申请办理通关业务时ꎬ 对

其进出口货物加大监管力度ꎬ 加强单证审核和

布控查验ꎮ
(二十) 依法限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对失信责任主体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予以

限制ꎮ
(二十一) 依法限制取得生产等许可

对失信责任主体申请生产等许可证予以

限制ꎮ
(二十二) 依法加强检验检疫信用监管

将失信责任主体违法失信行为纳入检验检

疫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系统ꎬ 依据 «出入境检

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对其进行信用评级

和监管ꎮ
(二十三) 依法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

表人、 董事、 监事

失信责任主体为个人的ꎬ 依法限制其担任

国有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及国有

资本控股或参股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

及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高级管理人员ꎻ 已

担任相关职务的ꎬ 提出其不再担任相关职务的

意见ꎮ
(二十四) 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

代表人

失信责任主体为个人的ꎬ 依法限制登记为

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ꎮ
(二十五) 加强日常监管检查

将失信责任主体和以失信责任主体为法定

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的单位ꎬ 作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加大日常监

管力度ꎬ 提高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ꎬ 并可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采取行政监管措施ꎮ
(二十六) 通过主要新闻网站向社会公布

协调相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向社会

公布失信责任主体信息ꎮ
(二十七) 依法限制招录 (聘) 为公务员

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协助限制招录 (聘) 失信人为公务员或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ꎮ
(二十八) 依法限制参评文明单位、 道德

模范

对于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其领

导成员为失信责任主体的ꎬ 不得参加文明单位

评选ꎬ 已经取得文明单位荣誉称号的予以撤

销ꎮ 各类失信责任主体均不得参加道德模范评

选ꎬ 已获得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予以撤销ꎮ
四、 共享信息的持续管理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的失信联合惩戒系统上实时更新财政

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信息ꎬ
其他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职责ꎬ 按照法律法规

和有关规定实施惩戒或解除惩戒ꎮ 同时ꎬ 有关

部门要依法依规规范失信责任主体名单产生和

发布行为ꎬ 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和异议、 投诉

制度ꎮ
五、 其他事宜
各部门和单位应密切协作ꎬ 积极落实本备

忘录ꎬ 确保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实现财政性资金管理

使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信息推送和联合

惩戒ꎮ
本备忘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ꎬ 由

各部门另行协商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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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依法处理财

政违法违规行为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第三十五条　 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ꎬ 除本法

另有规定外ꎬ 不列赤字ꎮ
经国务院批准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ꎬ

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ꎬ 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ꎮ 举

借债务的规模ꎬ 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ꎮ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ꎬ 列入本级预

算调整方案ꎬ 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ꎮ 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

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ꎬ 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ꎬ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ꎮ
除前款规定外ꎬ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ꎮ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ꎬ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

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ꎮ
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

究制度ꎮ 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ꎮ
第九十二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责令改正ꎬ 对负有

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一) 未依照本法规定ꎬ 编制、 报送预算草案、 预算调整方案、 决算草案

和部门预算、 决算以及批复预算、 决算的ꎻ
(二) 违反本法规定ꎬ 进行预算调整的ꎻ
(三) 未依照本法规定对有关预算事项进行公开和说明的ꎻ
(四) 违反规定设立政府性基金项目和其他财政收入项目的ꎻ
(五) 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使用预算预备费、 预算周转金、 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超收收入的ꎻ
(六) 违反本法规定开设财政专户的ꎮ
第九十三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责令改正ꎬ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 撤职、 开除的

处分:
(一) 未将所有政府收入和支出列入预算或者虚列收入和支出的ꎻ
(二)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ꎬ 多征、 提前征收或者减征、 免征、 缓

征应征预算收入的ꎻ
(三) 截留、 占用、 挪用或者拖欠应当上缴国库的预算收入的ꎻ
(四) 违反本法规定ꎬ 改变预算支出用途的ꎻ
(五) 擅自改变上级政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途的ꎻ
(六) 违反本法规定拨付预算支出资金ꎬ 办理预算收入收纳、 划分、 留

解、 退付ꎬ 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冻结、 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

库库款的ꎮ
第九十四条　 各级政府、 各部门、 各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举借债务或者为他

人债务提供担保ꎬ 或者挪用重点支出资金ꎬ 或者在预算之外及超预算标准建设

楼堂馆所的ꎬ 责令改正ꎬ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撤职、 开除的处分ꎮ

财政部等相关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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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第九十五条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责令改正ꎬ 追回骗取、 使用的资金ꎬ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ꎬ 对单位给予

警告或者通报批评ꎻ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
(一) 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ꎬ 改变预算收入上缴方式的ꎻ
(二) 以虚报、 冒领等手段骗取预算资金的ꎻ
(三) 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 提高开支标准的ꎻ
(四) 其他违反财政管理规定的行为ꎮ
第九十六条　 本法第九十二条、 第九十三条、 第九十四条、 第九十五条所

列违法行为ꎬ 其他法律对其处理、 处罚另有规定的ꎬ 依照其规定ꎮ
违反本法规定ꎬ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２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六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规定使用、 骗取财政资金的行

为之一的ꎬ 责令改正ꎬ 调整有关会计账目ꎬ 追回有关财政资金ꎬ 限期退还违法

所得ꎮ 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ꎮ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ꎻ 情节较重的ꎬ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ꎻ 情节严重的ꎬ 给

予开除处分:
(一) 以虚报、 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ꎻ
(二) 截留、 挪用财政资金ꎻ
(三) 滞留应当下拨的财政资金ꎻ
(四) 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ꎬ 提高开支标准ꎻ
(五) 其他违反规定使用、 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ꎮ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的行为之一

的ꎬ 责令改正ꎬ 调整有关会计账目ꎬ 追回被截留、 挪用、 骗取的国家建设资

金ꎬ 没收违法所得ꎬ 核减或者停止拨付工程投资ꎮ 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

评ꎬ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的ꎬ 给予记大

过处分ꎻ 情节较重的ꎬ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ꎻ 情节严重的ꎬ 给予开除处分:
(一) 截留、 挪用国家建设资金ꎻ
(二) 以虚报、 冒领、 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国家建设资金ꎻ
(三) 违反规定超概算投资ꎻ
(四) 虚列投资完成额ꎻ
(五) 其他违反国家投资建设项目有关规定的行为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ꎬ 依照其规定处理、 处罚ꎮ

第十四条　 企业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责令改正ꎬ 调整有关会计账

目ꎬ 追回违反规定使用、 骗取的有关资金ꎬ 给予警告ꎬ 没收违法所得ꎬ 并处被

骗取有关资金 １０％以上 ５０％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 １０％以上

３０％以下的罚款ꎻ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３０００ 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以虚报、 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

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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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 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ꎻ
(二) 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 国

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ꎻ
(四) 其他违反规定使用、 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

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行为ꎮ
属于政府采购方面的违法行为ꎬ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

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处罚ꎮ

(二) 依法限制财

政补助补贴性资

金和社会保障资

金支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二部分第 (一) 条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财 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 部、 国 资

委及相关部门

(三) 依法限制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ꎻ
(２)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ꎻ
(３)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ꎻ
(４)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ꎻ
(５)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ꎬ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ꎻ
(６)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第六十二条　 集中采购机构的采购人员应当具有相关职业素质和专业技

能ꎬ 符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专业岗位任职要求ꎮ
集中采购机构对其工作人员应当加强教育和培训ꎻ 对采购人员的专业水

平、 工作实绩和职业道德状况定期进行考核ꎮ 采购人员经考核不合格的ꎬ 不得

继续任职ꎮ
第七十二条　 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ꎬ 构成

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ꎻ 尚不构成犯罪的ꎬ 处以罚款ꎬ 有违法所得的ꎬ 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ꎬ 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ꎬ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 与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ꎻ
(二) 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ꎻ
(三) 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ꎻ
(四) 开标前泄露标底的ꎮ
第七十三条　 有前两条违法行为之一影响中标、 成交结果或者可能影响中

标、 成交结果的ꎬ 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 未确定中标、 成交供应商的ꎬ 终止采购活动ꎻ
(二) 中标、 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ꎬ 撤销合同ꎬ 从

合格的中标、 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 成交供应商ꎻ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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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三) 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ꎬ 给采购人、 供应商造成损失的ꎬ 由责任人承

担赔偿责任ꎮ

２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二部分第 (一)、
第 (二) 条

(一) 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二) 深入推进商务诚信建设

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ꎮ 加强政府采购信用管理ꎬ 强化联动惩戒ꎬ 保护政

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制定供应商、 评审专家、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以及相

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标准ꎮ 依法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单ꎬ 对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ꎬ 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ꎮ 完善

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ꎬ 充分利用工商、 税务、 金融、 检察等其他部

门提供的信用信息ꎬ 加强对政府采购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信用管理ꎮ 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ꎬ 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ꎬ 实现信用信息

的统一发布和共享ꎮ
招标投标领域信用建设ꎮ 扩大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范围ꎬ 建立涵

盖招标投标情况的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ꎬ 健全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

和共享制度ꎮ 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ꎬ 推动完善奖惩

联动机制ꎮ 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及其公共服务平台ꎬ 实现招标投标和合同履

行等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 实时交换和整合共享ꎮ 鼓励市场主体运用基本信用

信息和第三方信用评价结果ꎬ 并将其作为投标人资格审查、 评标、 定标和合同

签订的重要依据ꎮ

３ «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二

部分

二、 认真做好信用记录查询及使用工作

(一) 总体要求ꎮ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要求ꎬ 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情况ꎬ 创造条件将相关主体的信用记录作为供应商资格审查、 采购代理机构

委托、 评审专家管理的重要依据ꎮ
(二) 信用记录查询渠道ꎮ
各级财政部门、 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通过 “信用中国” 网站

(ｗｗｗ ｃｒｅｄｉｔｃｈｉｎａ ｇｏｖ ｃｎ)、 中国政府采购网 (ｗｗｗ ｃｃｇｐ ｇｏｖ. ｃｎ) 等渠道查询

相关主体信用记录ꎬ 并采取必要方式做好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ꎬ 信用

信息查询记录及相关证据应当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ꎮ
(三) 信用记录的使用ꎮ
１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信用信息查询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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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及截止时点、 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的具体方式、 信用信息的使用

规则等内容ꎮ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ꎬ 对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的供应商ꎬ 应当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ꎮ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ꎬ 以一个供应商的

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ꎬ 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ꎬ 联

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ꎬ 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ꎮ
２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评审专家选聘及日常管理中查询有关信用记录ꎬ

对具有行贿、 受贿、 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不得聘用为评审专家ꎬ 已聘用

的应当及时解聘ꎮ
依法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的ꎬ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查询有关信用记

录ꎬ 不得选定具有行贿、 受贿、 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ꎮ
３ 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办理政府采购事宜的ꎬ 应当查询其信用记录ꎬ

优先选择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采购代理机构ꎮ
４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妥善保管相关主体信用信息ꎬ 不得用于政

府采购以外事项ꎮ

(四) 作为选择参

与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的参考

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 〔２０１６〕
１８ 号)

(九) 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ꎮ 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和财力状

况ꎬ 通过特许经营、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ꎬ 在交通、 环保、 医疗、 养老等领域

采取单个项目、 组合项目、 连片开发等多种形式ꎬ 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ꎮ
要合理把握价格、 土地、 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ꎬ 稳定项目预期收益ꎮ 要

发挥工程咨询、 金融、 财务、 法律等方面专业机构作用ꎬ 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

性、 项目管理的专业性和项目实施的有效性ꎮ
(十六) 健全监管约束机制ꎮ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 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ꎬ

明确监管责任ꎬ 注重发挥投资主管部门综合监管职能、 地方政府就近就便监管

作用和行业管理部门专业优势ꎬ 整合监管力量ꎬ 共享监管信息ꎬ 实现协同监管ꎮ
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ꎬ 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管ꎬ 确保项目合法开

工、 建设过程合规有序ꎮ 各有关部门要完善规章制度ꎬ 制定监管工作指南和操

作规程ꎬ 促进监管工作标准具体化、 公开化ꎮ 要严格执法ꎬ 依法纠正和查处违

法违规投资建设行为ꎮ 实施投融资领域相关主体信用承诺制度ꎬ 建立异常信用

记录和严重违法失信 “黑名单”ꎬ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ꎬ 强化并提升政府

和投资者的契约意识和诚信意识ꎬ 形成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的约束机制ꎬ 促使

相关主体切实强化责任ꎬ 履行法定义务ꎬ 确保投资建设市场安全高效运行ꎮ

２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 (国
办发 〔２０１５〕 ４２ 号)

(十五) 择优选择项目合作伙伴ꎮ 对使用财政性资金作为社会资本提供公

共服务对价的项目ꎬ 地方政府应当根据预算法、 合同法、 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

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ꎬ 选择项目合作伙伴ꎮ 依托政府采购信息平台ꎬ 及时、 充

公共服务领域

的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项目ꎬ
由财政部牵头

负责ꎻ 传 统 的

基础设施领域

的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项目ꎬ
由发展改革委

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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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向社会公布项目采购信息ꎮ 综合评估项目合作伙伴的专业资质、 技术能力、
管理经验、 财务实力和信用状况等因素ꎬ 依法择优选择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ꎮ
加强项目政府采购环节的监督管理ꎬ 保证采购过程公平、 公正、 公开ꎮ

(二十五) 搭建信息平台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规划指导、 识别

评估、 咨询服务、 宣传培训、 绩效评价、 信息统计、 专家库和项目库建设等职

责ꎬ 建立统一信息发布平台ꎬ 及时向社会公开项目实施情况等相关信息ꎬ 确保

项目实施公开透明、 有序推进ꎮ

(五 ) 供 证 券 公

司、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期 货 公 司 设

立及变更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审批ꎬ
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的依据

或参 考ꎻ 从 严 审

核发行企业债券

及公 司 债 券ꎻ 在

上市公司或者非

上市公众公司收

购的事中事后监

管中ꎬ 对 有 严 重

失信行为的生产

经营单位予以重

点关注

１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

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 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

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０８〕 ７ 号)
第二条第 (七) 项: 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 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ꎬ 有限责任公司和其

他类型企业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ꎻ
(２) 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 (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的 ４０％ꎻ
(３) 最近三年可分配利润 (净利润) 足以支付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ꎻ
(４) 筹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ꎬ 所需相关手续

齐全ꎮ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ꎬ 应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要

求ꎬ 原则上累计发行额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 ６０％ꎮ 用于收购产权 (股权)
的ꎬ 比照该比例执行ꎮ 用于调整债务结构的ꎬ 不受该比例限制ꎬ 但企业应提供

银行同意以债还贷的证明ꎻ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的ꎬ 不超过发债总额的 ２０％ꎻ
(５) 债券的利率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确定ꎬ 但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

率水平ꎻ
(６) 已发行的企业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

状态ꎻ
(７)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ꎮ

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

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
第二条　 切实发挥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证监会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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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将相关市场主体所提供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作

为其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对守信者ꎬ 应探索实行优先办理、 简化程序、
“绿色通道” 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ꎻ 对失信者ꎬ 应结合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严

格落实失信惩戒制度ꎮ
对食品药品安全、 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 医疗卫生、 工程建设、 教育科

研、 电子商务、 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经济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ꎬ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率先推进在行政管理

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第三条　 探索完善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制度规范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结合地方和部门实际ꎬ 在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行政审批、 市场准入、 资质审核等行政管理事项中依法要求相关市场主体提供

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ꎮ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根据履职需要ꎬ 研究明确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的

主要内容和运用规范ꎮ
第五条　 不断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ꎬ 把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

录和信用报告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ꎮ 要加强协同配合ꎬ 推动形成信用记录和

信用报告跨部门、 跨区域应用的联动机制ꎮ 要通过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在行政

管理事项中的联合应用ꎬ 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动机制ꎮ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十六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ꎬ 有限责任公司的净

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六千万元ꎻ
(二) 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ꎻ
(三)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ꎻ
(四) 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ꎻ
(五) 债券的利率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ꎻ
(六)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ꎬ 必须用于核准的用途ꎬ 不得用于弥补亏损

和非生产性支出ꎮ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ꎬ 除应当符合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外ꎬ

还应当符合本法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ꎬ 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ꎮ
第一百二十四条　 设立证券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ꎻ
(二)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

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ꎻ
(三)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ꎻ
(四)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ꎬ 从业人员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ꎻ
(五) 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ꎻ
(六) 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ꎻ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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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七)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四条　 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活动ꎬ 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

则ꎬ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ꎮ
第十三条　 设立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ꎬ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 有符合本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ꎻ
(二) 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ꎬ 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ꎻ
(三) 主要股东应当具有经营金融业务或者管理金融机构的良好业绩、 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社会信誉ꎬ 资产规模达到国务院规定的标准ꎬ 最近三年没有违法记录ꎻ
(四) 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达到法定人数ꎻ
(五)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任职条件ꎻ
(六)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

他设施ꎻ
(七) 有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 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 风险控制制度ꎻ
(八)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６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期货公司ꎬ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

规定ꎬ 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ꎻ
(二)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ꎬ 从业人员具有期货从业

资格ꎻ
(三) 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ꎻ
(四) 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 ３ 年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ꎻ
(五) 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ꎻ
(六) 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ꎻ
(七)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各项业务的风险程度ꎬ 可以

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限额ꎮ 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ꎮ 股东应当以货币或者期货

公司经营必需的非货币财产出资ꎻ 货币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８５％ꎮ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期货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 ６ 个月内ꎬ

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进行审查ꎬ 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ꎮ
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ꎬ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委托或者接受他

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期货公司的股权ꎮ

７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ꎬ 不得成为持有证券公司 ５％以

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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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ꎬ 刑罚执行完毕未逾 ３ 年ꎻ
(二) 净资产低于实收资本的 ５０％ꎬ 或者或有负债达到净资产的 ５０％ꎻ
(三)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ꎻ
(四)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ꎮ
证券公司的其他股东应当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要求ꎮ

８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
第七条　 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ꎬ 出资或者持有股份占基金管理公司注册

资本的比例 (以下简称持股比例) 在 ５％以上的股东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注册资本、 净资产不低于 １ 亿元人民币ꎬ 资产质量良好ꎻ
(二) 持续经营 ３ 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ꎬ 公司治理健全ꎬ 内部监控制度

完善ꎻ
(三) 最近 ３ 年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ꎻ
(四) 没有挪用客户资产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ꎻ
(五) 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ꎬ 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ꎻ
(六) 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ꎬ 最近 ３ 年在金融监管、 税务、 工商等行政机

关ꎬ 以及自律管理、 商业银行等机构无不良记录ꎮ

９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第七条　 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ꎬ 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 实收资本和净资产均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ꎻ
(二) 净资产不低于实收资本的 ５０％ꎬ 或有负债低于净资产的 ５０％ꎬ 不存

在对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确定影响的其他风险ꎻ
(三) 没有较大数额的到期未清偿债务ꎻ
(四) 近 ３ 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ꎻ
(五) 未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ꎻ
(六) 近 ３ 年作为公司 (含金融机构) 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ꎬ 未有滥用

股东权利、 逃避股东义务等不诚信行为ꎻ
(七)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认定的其他不适合持有期货公

司股权的情形ꎮ

１０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　 任何人不得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

权益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一)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ꎬ 到期未清偿ꎬ 且处于持续状态ꎻ
(二) 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ꎻ
(三) 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ꎻ
(四)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ꎬ 存在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ꎻ
(五)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

他情形ꎮ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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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１１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　 从事私募基金业务ꎬ 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ꎬ 维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ꎬ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ꎮ

１２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　 进行公众公司收购ꎬ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具有良好的诚信

记录ꎬ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为法人的ꎬ 应当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ꎮ 任何

人不得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收购公众公司:
(一)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ꎬ 到期未清偿ꎬ 且处于持续状态ꎻ
(二) 收购人最近 ２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ꎻ
(三) 收购人最近 ２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ꎻ
(四)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ꎬ 存在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ꎻ
(五)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

他情形ꎮ

(六) 从严审核在

银行间市场发行

债券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七条　 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ꎻ
(２) 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４％ꎻ
(３) 最近三年连续盈利ꎻ
(４)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充足ꎻ
(５) 风险监管指标符合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ꎻ
(６)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ꎻ
(７)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ꎮ
根据商业银行的申请ꎬ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豁免前款所规定的个别条件ꎮ
第八条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发行金融债券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ꎻ (２)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１０％ꎻ (３) 风险

监管指标符合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ꎻ (４)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ꎻ
(５)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ꎮ

第十一条　 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下列文件: (１)
金融债券发行申请报告ꎻ (２) 发行人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ꎻ (３)
金融债券发行办法ꎻ (４) 承销协议ꎻ (５)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文件ꎮ

人民银行

(七) 依法限制设

立融资性担保公

司ꎻ 依 法 限 制 任

职融资性担保公

司或金融机构的

董 事、 监 事、 高

级管理人员

１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以安全性、 流动性、 收益性为经营原则ꎬ 建

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营模式ꎮ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企业、 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客户的业务往来ꎬ 应当遵循诚

实守信的原则ꎬ 并遵守合同的约定ꎮ
第九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ꎮ
(二) 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ꎮ
(三) 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ꎮ
(四) 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从业人员ꎮ

银监 会、 证 监

会、 国 家 发 展

改革 委、 保 监

会、 工 业 和 信

息化 部、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工商总局等相

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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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五)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ꎮ
(六)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ꎮ
(七) 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ꎮ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办法由融资性担保业务

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另行制定ꎮ

２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ꎻ
(二) 遵纪守法ꎬ 诚实守信ꎬ 勤勉尽职ꎬ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品行和

声誉ꎻ
(三) 熟悉经济、 金融、 担保的法律法规ꎬ 具有良好的合规意识和审慎经

营意识ꎻ
(四) 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 经验和能力ꎮ
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一)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罪记录的ꎻ
(二) 因违反职业操守或者工作严重失职给所任职的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

者恶劣影响的ꎻ
(三) 最近五年担任因违法经营而被撤销、 接管、 合并、 宣告破产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的机构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ꎬ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ꎻ
(四) 曾在履行工作职责时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反诚信原则行为ꎬ 或指

使、 参与所任职机构对抗依法监管或案件查处ꎬ 情节严重的ꎻ
(五) 被取消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或禁止从事担保或金融

行业工作的年限未满的ꎻ
(六) 提交虚假申请材料或明知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ꎬ 采用

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任职资格核准的ꎻ
(七) 个人或配偶有数额较大的到期未偿还债务的ꎻ
(八)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ꎮ

３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 (以下简称金融机构)ꎬ 是指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村镇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外国银行分行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托公司、 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货币经纪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 贷款

公司、 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省 (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农村资金

互助社、 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以及经监管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

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ꎬ 适用本办法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级管理人员ꎬ 是指金融机构总部及分支机构管理层

中对该机构经营管理、 风险控制有决策权或重要影响力的各类人员ꎮ
第九条　 金融机构拟任、 现任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ꎬ 视为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 (二) 项、 第 (三) 项、 第 (五) 项

规定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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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罪记录的ꎻ
(二) 有违反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ꎬ 造成恶劣影响的ꎻ
(三) 对曾任职机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或重大损失负有个人责任或直接领

导责任ꎬ 情节严重的ꎻ
(四) 担任或曾任被接管、 撤销、 宣告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机构的董事

(理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但能够证明本人对曾任职机构被接管、 撤销、 宣

告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不负有个人责任的除外ꎻ
(五) 因违反职业道德、 操守或者工作严重失职ꎬ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

影响的ꎻ
(六) 指使、 参与所任职机构不配合依法监管或案件查处的ꎻ
(七) 被取消终身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ꎬ 或受到监管

机构或其他金融管理部门处罚累计达到两次以上的ꎻ
(八) 有本办法规定的不具备任职资格条件的情形ꎬ 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得

任职资格核准的ꎮ

４ «保险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
第七条　 保险机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诚实信用的品行、

良好的合规经营意识和履行职务必需的经营管理能力ꎮ

(八) 设立保险公

司审 批 参 考ꎻ 依

法限制支付高额

保费购买具有现

金 价 值 的 保 险

产品

«保险法»
第六十八条　 设立保险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

规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ꎻ
(２) 有符合本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ꎻ
(３)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ꎻ
(４) 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ꎻ
(５)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ꎻ
(６)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ꎻ
(７) 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保监会

(九) 供设立商业

银行 或 分 行、 代

表 处 以 及 参 股、
收购商业银行审

批时审慎性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第九条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 中外合资银行的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处

的外国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ꎻ
(２)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具有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ꎻ
(３) 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ꎻ
(４)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处的外国银行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ꎬ 并且其中

请经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同意ꎻ
(５)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ꎮ
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 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分行、 代表

处的外国银行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ꎬ 并且其金

融监管当局已经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ꎮ

银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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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十) 中止境内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或

终止股权激励对

象行权资格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第三十四条　 国有控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ꎬ 要求上市公司在发生以

下情形之一时ꎬ 中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ꎬ 自发生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向激励对象

授予新的股权ꎬ 激励对象也不得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行使权利或获得收益:
(１) 企业年度绩效考核达不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绩效考核标准ꎻ
(２)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 监事会或审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业绩

或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提出重大异议ꎻ
(３) 发生重大违规行为ꎬ 受到证券监管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ꎮ
第三十五条　 股权激励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应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ꎬ 提出终止授予新的股权并取消其行权资格:
(１)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ꎻ
(２) 任职期间ꎬ 由于受贿索贿、 贪污盗窃、 泄露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

密、 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

等违法违纪行为ꎬ 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ꎮ

国资委、
财政部

(十一) 供外汇额

度核准与管理时

审慎性参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二部分第 (一) 条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外汇局

(十二) 供金融机

构融资授信时审

慎性参考

１ «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　 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ꎬ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

集ꎮ 但是ꎬ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ꎮ 企业的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ꎬ 不作为个人信息ꎮ

２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金融债券的发行应由具有债券评级能力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

用评级ꎮ 金融债券发行后信用评级机构应每年对该金融债券进行跟踪信用评

级ꎮ 如发生影响该金融债券信用评级的重大事项ꎬ 信用评级机构应及时调整该

金融债券的信用评级ꎬ 并向投资者公布ꎮ

３ «贷款通则»
第十七条　 借款人申请贷款ꎬ 应当具备产品有市场、 生产经营有效益、 不

挤占挪用信贷资金、 恪守信用等基本条件ꎬ 并且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１) 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ꎬ 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ꎻ 没有

清偿的ꎬ 已经做了贷款人认可的偿还计划ꎮ
(２) 除自然人和不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业法人外ꎬ 应当经过工

商部门办理年检手续ꎮ
(３) 已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ꎮ
(４) 除国务院规定外ꎬ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

资累计额未超过其净资产总额的 ５０％ꎮ
(５) 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符合贷款人的要求ꎮ

人民银行、
银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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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６) 申请中期、 长期贷款的ꎬ 新建项目的企业法人所有者权益与项目所

需总投资的比例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ꎮ
第二十二条　 贷款人的权利

根据贷款条件和贷款程序自主审查和决定贷款ꎬ 除国务院批准的特定贷款

外ꎬ 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其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ꎮ
(１) 要求借款人提供与借款有关的资料ꎻ
(２) 根据借款人的条件ꎬ 决定贷与不贷、 贷款金额、 期限和利率等ꎻ
(３) 了解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ꎻ
(４) 依合同约定从借款人账户上划收贷款本金和利息ꎻ
(５) 借款人未能履行借款合同规定义务的ꎬ 贷款人有权依合同约定要求

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或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ꎻ
(６) 在贷款将受或已受损失时ꎬ 可依据合同规定ꎬ 采取使贷款免受损失

的措施ꎮ

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 第二部分第 (一) 条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５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四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

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

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

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

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

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十三) 享受优惠

性政策认定参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五部分第 (一) 条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

核心机制ꎮ
(一)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ꎮ 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ꎮ 按规

定对诚信企业和模范个人给予表彰ꎬ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营造守信光荣的

舆论氛围ꎮ 发展改革、 财政、 金融、 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商

务、 工商、 税务、 质检、 安全监管、 海关、 知识产权等部门ꎬ 在市场监管和公

共服务过程中ꎬ 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ꎬ 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

理、 简化程序等 “绿色通道” 支持激励政策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商 务 部、
海关 总 署、 税

务总 局、 质 检

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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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逐步建立行政许可申请人信用承诺制度ꎬ 并开展申请人信用

审查ꎬ 确保申请人在政府推荐的征信机构中有信用记录ꎬ 配合征信机构开展信

用信息采集工作ꎮ 推动形成市场性约束和惩戒ꎮ 制定信用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ꎬ 完善失信信息记录和披露制度ꎬ 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到制

约ꎮ 推动形成行业性约束和惩戒ꎮ 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并监督会员

遵守ꎮ 对违规的失信者ꎬ 按照情节轻重ꎬ 对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实行警告、 行

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等惩戒措施ꎮ 推动形成社会性约束和惩戒ꎮ 完善社会

舆论监督机制ꎬ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ꎬ 发挥群众评议讨论、 批评报道

等作用ꎬ 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ꎬ 形成社会震慑力ꎬ 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ꎮ
建立失信行为有奖举报制度ꎮ 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ꎬ 保护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ꎮ
建立多部门、 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ꎮ 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共享ꎬ 实现多

部门、 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ꎬ 使守信者处处受益、 失信者寸步难行ꎮ

(十四) 依法限制

参与基础设施和

公 用 事 业 特 许

经营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２５ 号)
第十七条　 实施机构应当公平择优选择具有相应管理经验、 专业能力、 融

资实力以及信用状况良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特许经营者ꎮ 鼓励金融机构

与参与竞争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共同制定投融资方案ꎮ
特许经营者选择应当符合内外资准入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ꎮ
依法选定的特许经营者ꎬ 应当向社会公示ꎮ
第五十三条　 特许经营者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ꎬ 严重危

害公共利益ꎬ 或者造成重大质量、 安全事故或者突发环境事件的ꎬ 有关部门应

当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ꎻ 拒不改正、 情节严重的ꎬ 可以终止特许

经营协议ꎻ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特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

的不良行为建立信用记录ꎬ 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ꎮ 对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依法予以曝光ꎬ 并会同有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财 政 部、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交 通 运

输部、 水利部、
人民银行

(十五) 依法限制

取 得 政 府 供 应

土地

１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实施行政

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

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

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对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

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

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

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国土资源部

２５５



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

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５１ 号)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报告嵌

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考依据ꎮ 充分

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入、 行政审批、 资

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任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企业上市、 货物

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工、 价格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

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权、 环境保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

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

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

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为各类行政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３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６５４ 号)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

制ꎬ 在政府采购、 工程招投标、 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ꎬ 将企

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ꎬ 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ꎮ

(十六) 依法限制

参与政府投资工

程建设项目投标

活动

１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 ３０ 号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２３ 号)

第二十条　 资格审查应主要审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是否符合下列

条件:
(一)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ꎻ
(二) 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ꎬ 包括专业、 技术资格和能力ꎬ 资金、 设备和

其他物质设施状况ꎬ 管理能力ꎬ 经验、 信誉和相应的从业人员ꎻ
(三) 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ꎬ 投标资格被取消ꎬ 财产被接管、 冻结ꎬ 破产

状态ꎻ
(四) 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ꎻ
(五) 国家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ꎮ
资格审查时ꎬ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 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

人ꎬ 不得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行政

手段或者其他不合理方式限制投标人的数量ꎮ

２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

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招标投标领域信用建设ꎮ 扩大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范围ꎬ 建立涵

盖招标投标情况的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ꎬ 健全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

和共享制度ꎮ 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ꎬ 推动完善奖惩

联动机制ꎮ 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及其公共服务平台ꎬ 实现招标投标和合同履

行等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 实时交换和整合共享ꎮ 鼓励市场主体运用基本信用

信息和第三方信用评价结果ꎬ 并将其作为投标人资格审查、 评标、 定标和合同

签订的重要依据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工 业 和 信

息化 部、 住 房

和城乡建设部、
交 通 运 输 部、
水利 部、 商 务

部、 民 航 局、
铁路总公司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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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３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

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５１ 号)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ꎮ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报告

嵌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领域、 各环节ꎬ 作为必要条件或重要参考依据ꎮ
充分发挥行政、 司法、 金融、 社会等领域的综合监管效能ꎬ 在市场准入、 行政

审批、 资质认定、 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任

职资格审查、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 银行信贷、 招标投标、 国有土地出

让、 企业上市、 货物通关、 税收征缴、 社保缴费、 外汇管理、 劳动用工、 价格

制定、 电子商务、 产品质量、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品安全、 知识产权、 环境保

护、 治安管理、 人口管理、 出入境管理、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ꎬ 建立跨部门联

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制ꎬ 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ꎮ 建立各行业

“黑名单” 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将申请人良好的信用状况作为各类行政

许可的必备条件ꎮ

(十七) 依法限制

受 让 收 费 公 路

权益

«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
第十二条　 公路收费权的受让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财务状况良好ꎬ 企业所有者权益不低于受让项目实际造价的 ３５％ꎻ
(二) 商业信誉良好ꎬ 在经济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ꎻ
(三)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单独转让公路广告经营权、 服务设施经营权时ꎬ 其受让方应当具备的条

件ꎬ 按照地方性法规和省级人民政府规章执行ꎮ

交通运输部

(十八) 依法限制

成 为 海 关 认 证

企业

１ «关于公布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２ 号)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一般认证) » 第 (九) 项　 未有不良外部信用: 企

业或者其企业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负责关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财务负责人

连续 １ 年在工商、 商务、 税务、 银行、 外汇、 检验检疫、 公安、 检察院、 法院

等部门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失信企业或者人员名单、 黑名单企业、 人员ꎮ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高级认证) » 第 (九) 项　 未有不良外部信用: 企

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负责关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财务负责人连续

１ 年在工商、 商务、 税务、 银行、 外汇、 检验检疫、 公安、 检察院、 法院等部

门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失信企业或者人员名单、 黑名单企业、 人员ꎮ

２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实施行政

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

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市

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对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

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

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

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海关总署

４５５



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十九) 加大进出

口货物监管力度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

(二十) 依法限制

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

１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２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六条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ꎬ 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
(一) 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ꎬ 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ꎻ
(二) 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ꎻ
(三)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ꎬ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ꎻ
(四)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考核合格ꎻ
(五) 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ꎬ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

格证书ꎻ
(六) 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ꎻ
(七)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ꎬ 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ꎻ
(八) 厂房、 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 设备、 工艺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 标准和规程的要求ꎻ
(九) 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ꎬ 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的劳动防护用品ꎻ
(十) 依法进行安全评价ꎻ
(十一) 有重大危险源检测、 评估、 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ꎻ
(十二) 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

员ꎬ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 设备ꎻ
(十三)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安全监管总局、
住房和城乡建

设 部 等 相 关

部门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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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十一) 依法限

制 取 得 生 产 等

许可

１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有营业执照ꎻ
(二)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ꎻ
(三)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ꎻ
(四)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ꎻ
(五) 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ꎻ
(六) 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

安全的要求ꎻ
(七)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ꎬ 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

落后工艺、 高耗能、 污染环境、 浪费资源的情况ꎮ
法律、 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ꎬ 还应当符合其规定ꎮ

２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质检总局

(二十二) 依法加
强检验检疫信用
监管

１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第三条　 企业信用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守法信息、 企业质量管理

能力信息、 产品质量信息、 检验检疫监管信息、 社会对企业信用评价信息以及
其他相关信息ꎮ

(六) 社会对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包括政府管理部门情况通报、 媒体报道及
社会公众举报投诉等情况ꎮ

２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３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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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十三) 依法限

制担任国有企业

法定 代 表 人、 董

事、 监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二十三条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命或者建议任命的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有良好的品行ꎻ
(２) 有符合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ꎻ
(３) 有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ꎻ
(４)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或者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ꎬ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依法予以免职或者提出免职建议ꎮ

国资 委、 财 政

部等相关部门

(二十四) 依法限

制登记为事业单

位法定代表人

１ «中央编办关于批转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

举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中央编办发 〔２０１５〕 １３２ 号)
第四条　 登记事项要求: (四) 法定代表人ꎮ 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中国公民ꎬ 且为该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ꎬ 年龄一般不超过 ７０ 周岁ꎬ 无不良信用

记录ꎮ 担任过其他机构法定代表人的ꎬ 在任职期间ꎬ 该机构无不良信用记录ꎮ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职或退休后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ꎬ 应当符合干部管理

有关规定ꎮ

２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中央编办发 〔２０１４〕 ４ 号)
第三十一条　 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ꎻ (二) 该事业单位的主要行政负

责人ꎻ 违反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产生的事业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ꎬ 不得担任

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ꎮ

　 中央编办

(二十五) 加强日

常监管检查

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第五部分第 (一) 条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

核心机制ꎮ (同第十一项的法律依据)

２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

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相关市场监管、
行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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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十六) 通过主

要新闻网站向社

会公布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九条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１) 涉及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ꎻ
(２) 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ꎻ
(３) 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 职能、 办事程序等情况的ꎻ
(４) 其他依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ꎮ

２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ꎬ 应当遵守宪

法、 法律和法规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ꎬ 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ꎬ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ꎮ
国家鼓励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传播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 推动经济发

展、 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 文明的新闻信息ꎮ

中央网信办

(二十七) 依法限

制招录 (聘) 为

公务员或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十二条　 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 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ꎻ

(二) 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ꎬ 努力提高工作效率ꎻ (三) 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ꎬ 接受人民监督ꎻ (四) 维护国家的安全、 荣誉和利益ꎻ
(五) 忠于职守ꎬ 勤勉尽责ꎬ 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ꎻ
(六) 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ꎻ (七) 遵守纪律ꎬ 恪守职业道德ꎬ 模范遵守

社会公德ꎻ (八) 清正廉洁ꎬ 公道正派ꎻ (九) 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ꎮ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一)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ꎻ

(二) 曾被开除公职的ꎻ (三) 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ꎮ

２ «公务员录用规定 (试行) »
第十六条　 报考公务员ꎬ 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四) 具有良好的品

行ꎻ (八) 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ꎻ
(九)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中 央 组 织 部、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 障 部、 公

务员局等相关

部门

(二十八) 依法限

制参评文明单位、
道德模范

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 第五部分第 (一) 条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

核心机制ꎮ (同第十一项的法律依据)

２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

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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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统计局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商务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公务员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

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印发 «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
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７９６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统计

法» 和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

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１６〕 ７６ 号、 «国务院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

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

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等有关要求ꎬ 加快推进统计领

域信用建设ꎬ 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ꎬ 促

进广大企业依法独立真实报送统计资料ꎬ 国家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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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统计局、 中央组织

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编办、 中央文明办、 科

技部、 工信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商务部、 国资

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

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公务员局、 外

汇管理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

联等部门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

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ꎮ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

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附件

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
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统

计法» 和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

实性的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１６〕 ７６ 号)、 «国
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国务院关

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

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等有关要求ꎬ
加快推进统计领域信用建设ꎬ 建立健全失信

联合惩戒机制ꎬ 促进广大企业依法独立真实

报送统计资料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统计局、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编

办、 中央文明办、 科技部、 工信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

保护部、 商务部、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

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银监会、 证监

会、 保监会、 公务员局、 外汇管理局、 全国

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部门就针

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

联合惩戒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 联合惩戒对象
联合惩戒的对象为在依法开展的政府统计

调查中ꎬ 编造虚假统计数据、 虚报 (瞒报) 统

计数据数额较大或者虚报率 (瞒报率) 较高ꎬ
经统计部门根据 «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

示暂行办法» (国家统计局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号) 等有关法规规定ꎬ 依法认定并通过国家统

计局网站公示的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 (以下简

称失信企业) 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

其他负有直接责任人员 (以下简称失信人员)ꎮ
二、 联合惩戒措施
(一) 依据统计法对失信企业及失信人员

采取以下惩戒措施:
１ 对失信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ꎻ
２ 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 “信用中国” 网

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失

信企业和失信人员信息ꎻ
３ 将失信企业列为重点监督检查对象ꎬ 再

次发现有统计违法行为的ꎬ 延长公示期限ꎻ
４ 对负有责任的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领导

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ꎬ 按照有关规定由任免机

关、 监察机关依纪依法给予组织处理或者

处分ꎮ
(二) 依法依规限制取得政府性资金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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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ꎮ
(四) 将失信企业及其相关人员有关信息

作为公司债券和股票发行审核的参考ꎬ 从严审

核企业债券发行ꎮ
(五) 暂停审批科技项目ꎮ
(六) 依法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ꎮ
(七) 依法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ꎮ
(八) 严格、 审慎审批新改扩建项目的环

评事项ꎮ
(九) 从严审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ꎮ
(十) 依法限制境内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

励计划或者限制成为股权激励对象ꎮ
(十一) 对其进出口货物加大监管力度ꎬ

加强单证审核和布控查验ꎮ
(十二) 申请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ꎬ

不予通过认证ꎻ 已经成为认证企业的ꎬ 按照规

定下调企业信用等级ꎮ
(十三) 将失信企业有关信息纳入检验检

疫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系统ꎬ 依据 «出入境检

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对其进行信用评级

和监督ꎮ
(十四) 认证机构暂停或者撤销相关认证

证书ꎮ
(十五) 在审批保险公司设立时ꎬ 将统计

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的失信状况作

为重要参考依据ꎮ
(十六) 在核准与管理相关外汇额度时作

审慎性参考ꎮ
(十七) 依法限制招录 (聘) 为公务员或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ꎮ
(十八) 对企业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授

予荣誉称号时ꎬ 应当参考其统计信用状况ꎬ 对

失信企业和失信人员ꎬ 不予颁发政府荣誉ꎻ 及

时撤销失信企业和失信人员获得的荣誉称号ꎮ
(十九) 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

表人ꎮ
(二十) 依法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

人、 董事、 监事ꎮ
(二十一) 将失信人员有关信息记入个人

信用记录和统计从业人员诚信档案ꎬ 在一定期

限内不得从事与会计、 统计等有关的工作ꎬ 不

能取得会计、 统计等有关专业职称ꎮ
(二十二) 依法限制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ꎻ

在审批融资性担保公司或金融机构董事、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时ꎬ 将统计领域严重

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失信状况作为重要参考

依据ꎮ
(二十三) 将统计上严重失信行为作为投

资等优惠性政策认定ꎬ 金融机构评级授信、 信

贷融资、 管理和退出ꎬ 审批证券、 证券投资基

金及期货公司设立、 变更ꎬ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 重大事项变更以及基金备案ꎬ 相关责任人

考核、 干部选任等的重要参考ꎮ
三、 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国家统计局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定期向

签署本备忘录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统计领

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及其有关人员相关

信息ꎬ 在国家统计局网站、 “信用中国” 网站

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ꎮ 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备忘录约定内容ꎬ 依法

依规对失信企业和失信人员实施联合惩戒ꎮ 同

时ꎬ 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ꎬ 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定期将联合惩戒实施情况通过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联合惩戒子系统反馈至国家发展

改革委和国家统计局ꎮ
四、 其他事宜
各部门应积极落实本备忘录ꎬ 积极推动修

改相关领域法律法规ꎬ 制定修改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ꎬ 指导和要求相关领域内部各层级单

位依法依规实施具体、 严格、 有效的惩戒措

施ꎮ 本备忘录签署后ꎬ 各领域内相关法律法规

修改或调整的ꎬ 以法律法规为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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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一) 依据统计法

对失信企业及失

信人员采取以下

惩戒措施:
１ 对失信企

业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ꎻ
２ 通过国家

统计局网站、 “信
用中国” 网站和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向社

会公示失信企业

和失信人员信息ꎻ
３ 将失信企

业列为重点监督

检查 对 象ꎬ 再 次

发现有统计违法

行为 的ꎬ 延 长 公

示期限ꎻ
４ 对负有责

任的属于国家工

作人员的领导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ꎬ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由 任 免 机 关、
监察机关依纪依

法给予组织处理

或者处分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监察机关对下级人民政府、 本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执行本法的情况ꎬ 实施监督ꎮ
第三十三条　 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ꎬ 查处重大统

计违法行为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

为ꎮ 但是ꎬ 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

违法行为ꎬ 由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处ꎮ
法律、 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ꎬ 从其规定ꎮ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助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查处统计违法行为ꎬ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移送有关统计违法案件材料ꎮ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ꎬ 给予警告ꎬ 可以

予以通报ꎻ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ꎬ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 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ꎻ
(二)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ꎻ
(三) 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ꎻ
(四) 拒绝、 阻碍统计调查、 统计检查的ꎻ
(五) 转移、 隐匿、 篡改、 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 统计台

账、 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ꎮ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ꎬ 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ꎻ 情节严重的ꎬ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责令改正ꎬ 给予警告ꎬ 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迟报统计资料ꎬ 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的ꎬ 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ꎬ 给予警告ꎮ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ꎬ 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ꎮ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ꎬ 给

予警告ꎬ 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ꎮ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时ꎬ 认为对有

关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ꎬ 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ꎻ 该国家工作

人员的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ꎬ 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五十三条　 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ꎬ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ꎬ 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 游

行、 示威等活动ꎻ

各级统计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工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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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 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ꎬ 组织或者参加罢工ꎻ
(三) 玩忽职守ꎬ 贻误工作ꎻ
(四) 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ꎻ
(五) 压制批评ꎬ 打击报复ꎻ
(六) 弄虚作假ꎬ 误导、 欺骗领导和公众ꎻ
(七) 贪污、 行贿、 受贿ꎬ 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ꎻ
(八) 违反财经纪律ꎬ 浪费国家资财ꎻ
(九) 滥用职权ꎬ 侵害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ꎻ
(十) 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ꎻ
(十一) 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ꎻ
(十二) 参与或者支持色情、 吸毒、 赌博、 迷信等活动ꎻ
(十三) 违反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ꎻ
(十四) 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ꎬ 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ꎻ
(十五) 旷工或者因公外出、 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ꎻ
(十六) 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ꎮ
第五十五条　 公务员因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ꎬ 依照本法给予处

分ꎻ 违纪行为情节轻微ꎬ 经批评教育后改正的ꎬ 可以免予处分ꎮ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二十二条　 弄虚作假ꎬ 误导、 欺骗领导和公众ꎬ 造成不良后果的ꎬ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ꎬ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ꎻ 情节严重

的ꎬ 给予开除处分ꎮ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ꎻ 情节较重

的ꎬ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ꎻ 情节严重的ꎬ 给予开除处分:
(一) 以殴打、 体罚、 非法拘禁等方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ꎻ
(二) 压制批评ꎬ 打击报复ꎬ 扣压、 销毁举报信件ꎬ 或者向被举报人透露

举报情况的ꎻ
(三) 违反规定向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摊派或者收取财物的ꎻ
(四) 妨碍执行公务或者违反规定干预执行公务的ꎻ
(五) 其他滥用职权ꎬ 侵害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ꎮ
第二十八条　 严重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ꎬ 工作作风懈怠、 工作态度恶劣ꎬ

造成不良影响的ꎬ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ꎮ
第三十四条 　 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给予处分ꎬ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以下统称处分决定机关) 按照管理权限决定ꎮ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第三十六条　 经济普查对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ꎬ 给予通报批评ꎻ 情节较重的ꎬ 可以建议有关部门、 单位对

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 拒绝或者妨碍接受经济普查机构、 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的ꎻ
(二) 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资料的ꎻ
(三) 未按时提供与经济普查有关的资料ꎬ 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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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企业事业组织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给予警告ꎬ 并可以处 ５ 万元以下罚款ꎻ 个体经营户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给予警告ꎬ 并可以处 １ 万元以下罚款ꎮ

«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第三十九条　 农业普查对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责令改正ꎬ 给予通报批评ꎻ 情节严重的ꎬ 对

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 拒绝或者妨碍普查办公室、 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ꎻ
(二) 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料的ꎻ
(三) 未按时提供与农业普查有关的资料ꎬ 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ꎻ
(四) 拒绝、 推诿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农业普查执法检查的ꎻ
(五) 在接受农业普查执法检查时ꎬ 转移、 隐匿、 篡改、 毁弃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 普查表、 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的ꎮ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予以警告ꎬ 并可以处 ５ 万元以下罚款ꎻ 农业

生产经营户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

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予以警告ꎬ 并可以处 １ 万元以下罚款ꎮ
农业普查对象有本条第一款第 (一)、 (四) 项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ꎬ 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ꎮ

«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
第三十九条　 污染源普查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通报有关情况ꎬ 提出处理意见ꎬ 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ꎬ 予以通报批评ꎻ 情节严重的ꎬ 可以建议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 迟报、 虚报、 瞒报或者拒报污染源普查数据的ꎻ
(二) 推诿、 拒绝或者阻挠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ꎻ
(三) 转移、 隐匿、 篡改、 毁弃原材料消耗记录、 生产记录、 污染物治理设施

运行记录、 污染物排放监测记录以及其他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有关的原始资料的ꎮ
单位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警

告ꎬ 可以处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予以警告ꎬ 可以处 １ 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 (以下简称其他政府部

门) 应当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下列企业信息:
(一) 行政许可准予、 变更、 延续信息ꎻ
(二) 行政处罚信息ꎻ
(三) 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ꎮ
其他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ꎬ 也可以通过其他系统公示

前款规定的企业信息ꎮ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社会信

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ꎬ 实现企业信息的互联共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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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十七) 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公示机制ꎮ 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ꎬ 全面落实

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上网公开制度ꎮ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ꎬ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部门要将各类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信

息在 ７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网站公开ꎬ 并及时归集至 “信用中国” 网站ꎬ 为

社会提供 “一站式” 查询服务ꎮ 涉及企业的相关信息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规定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ꎮ 推动司法机关在 “信用中国” 网站

公示司法判决、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信用信息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统计领域信用建设ꎮ 开展企业诚信统计承诺活动ꎬ 营造诚实报数光荣、 失

信造假可耻的良好风气ꎮ 完善统计诚信评价标准体系ꎮ 建立健全企业统计诚信

评价制度和统计从业人员诚信档案ꎮ 加强执法检查ꎬ 严厉查处统计领域的弄虚

作假行为ꎬ 建立统计失信行为通报和公开曝光制度ꎮ 加大对统计失信企业的联

合惩戒力度ꎮ 将统计失信企业名单档案及其违法违规信息纳入金融、 工商等行

业和部门信用信息系统ꎬ 将统计信用记录与企业融资、 政府补贴、 工商注册登

记等直接挂钩ꎬ 切实强化对统计失信行为的惩戒和制约ꎮ

«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 (监察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

统计局令第 １８ 号)
第二条　 有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中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ꎬ

以及有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个人ꎬ 应当承担纪律责任ꎮ 属于下列人员的 (以下统

称有关责任人员)ꎬ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
(一) 行政机关公务员ꎻ
(二) 法律、 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经批准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管理的工作人员ꎻ
(三) 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ꎻ
(四)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ꎮ
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和国务院监察机关、 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制定的处分规章对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处分另有规定的ꎬ 从其规定ꎮ
第三条　 地方、 部门以及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ꎬ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ꎻ 情节较重的ꎬ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ꎻ
情节严重的ꎬ 给予开除处分:

(一) 自行修改统计资料、 编造虚假数据的ꎻ
(二) 强令、 授意本地区、 本部门、 本单位统计机构、 统计人员或者其他

有关机构、 人员拒报、 虚报、 瞒报或者篡改统计资料、 编造虚假数据的ꎻ
(三) 对拒绝、 抵制篡改统计资料或者对拒绝、 抵制编造虚假数据的人员

进行打击报复的ꎻ
(四) 对揭发、 检举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ꎮ
有前款第 (三) 项、 第 (四) 项规定行为的ꎬ 应当从重处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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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第四条　 地方、 部门以及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员ꎬ 对本地

区、 本部门、 本单位严重失实的统计数据ꎬ 应当发现而未发现或者发现后不予

纠正ꎬ 造成不良后果的ꎬ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ꎻ 造成严重后果的ꎬ 给予记大

过或者降级处分ꎻ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ꎬ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ꎮ
第七条　 统计调查对象中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ꎬ 情节较重的ꎬ 对有关责

任人员ꎬ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ꎻ 情节严重的ꎬ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ꎻ 情节特别严重的ꎬ 给予开除处分:
(一) 虚报、 瞒报统计资料的ꎻ
(二) 伪造、 篡改统计资料的ꎻ
(三) 拒报或者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ꎻ
(四) 拒绝提供情况、 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转移、 隐匿、 毁弃原始统计记

录、 统计台账、 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资料的ꎮ

«统计执法检查规定» (国家统计局令第 ９ 号)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责

令改正ꎬ 予以通报批评ꎬ 并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提请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ꎻ 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ꎬ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ꎻ 涉嫌犯罪的ꎬ 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在接受统计执法检查时ꎬ 拒绝提供情况、 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转移、

隐匿、 毁弃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 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资料的ꎻ
(二) 使用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挠、 抗拒统计执法检查的ꎻ
(三) 不按期据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ꎮ
企业事业组织有前款违法行为之一的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

施细则» 的规定ꎬ 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予以警告ꎬ 并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ꎮ 个体工商户有前款违法行为之一的ꎬ 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予以警告ꎬ 并可

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 (国家统计局公告 ２０１４年第 ３号)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ꎬ 是指在依法开展的政府统计调

查中ꎬ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
(一) 编造虚假统计数据ꎻ
(二) 虚报、 瞒报统计数据数额较大或者虚报率、 瞒报率较高ꎻ
(三) 有其他严重统计违法行为ꎬ 应当受到行政处罚ꎮ
第三条　 对依法认定的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ꎬ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通过中国

统计信息网ꎬ 向社会公示失信企业信息ꎮ
公示的失信企业信息包括企业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统计违法行为、 依法处理情况等ꎮ
第五条　 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国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工作ꎬ 在

中国统计信息网上直接公示特别严重的失信企业信息ꎮ
省级统计机构在其门户网站建立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专栏统一链

接到中国统计信息网ꎮ 省、 市、 县级统计机构按照 «统计法» 规定的查处统

计违法行为职责分工ꎬ 在本级或者上级统计机构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失信企业

信息ꎬ 同时加载到省级统计机构失信企业信息公示专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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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第六条　 政府统计机构自依法认定失信企业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公示失

信企业信息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和严重干预企业独立真实报送统计数据的单位、 个人ꎬ 依

法追究责任ꎮ
第七条　 失信企业信息公示期限为 １ 年ꎮ 在公示期间ꎬ 企业认真整改到

位ꎬ 经企业申请ꎬ 履行公示职责的政府统计机构核实后ꎬ 可以从公示网站提前

移除失信企业信息ꎬ 但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６ 个月ꎮ 企业整改不到位ꎬ 公示期限

延长至 ２ 年ꎮ
在失信企业信息公示期间ꎬ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重点检查企业遵守统计法情

况ꎬ 再次发现企业有统计违法行为的ꎬ 公示期限延长至 ２ 年ꎮ
第八条　 政府统计机构应当按照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等国家有关规定ꎬ 将统计上严重失信企

业信息纳入金融、 工商等行业和部门信用信息系统ꎬ 与企业融资、 政府补贴、
工商注册管理等挂钩ꎮ

(二) 依法依规限

制取得政府性资

金支持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财政 部、 国 家

发展改革委

(三) 依法限制参

与 建 设 工 程 招

投标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招标投标领域信用建设ꎮ 扩大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范围ꎬ 建立涵

盖招标投标情况的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ꎬ 健全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

和共享制度ꎮ 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ꎬ 推动完善奖惩

联动机制ꎮ 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及其公共服务平台ꎬ 实现招标投标和合同履

行等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 实时交换和整合共享ꎮ 鼓励市场主体运用基本信用

信息和第三方信用评价结果ꎬ 并将其作为投标人资格审查、 评标、 定标和合同

签订的重要依据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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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四) 将失信企业

及其相关人员有

关信息作为公司

债券和股票发行

审核 的 参 考ꎬ 从

严审核企业债券

发行ꎮ

«证券法»
第十三条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ꎬ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ꎬ 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５７ 号)

对于以下两类发债申请ꎬ 要从严审核ꎬ 有效防范市场风险ꎮ
(一) 募集资金用于产能过剩、 高污染、 高耗能等国家产业政策限制领域

的发债申请ꎮ
(二) 企业信用等级较低ꎬ 负债率高ꎬ 债券余额较大或运作不规范、 资产

不实、 偿债措施较弱的发债申请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
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

对食品药品安全、 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 医疗卫生、 工程建设、 教育科
研、 电子商务、 股权投资、 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经济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ꎬ 各级政府、 各相关部门应率先推进在行政管理
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２２ 号)
第十八条　 发行人不得有下列情形:
(二) 最近 ３６ 个月内违反工商、 税收、 土地、 环保、 海关以及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ꎬ 受到行政处罚ꎬ 且情节严重ꎻ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９９ 号)
第二十一条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损害投

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３０ 号)
第九条　 上市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ꎬ 且不存在

下列重大违法行为:
(二) 违反工商、 税收、 土地、 环保、 海关法律、 行政法规或规章ꎬ 受到

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ꎬ 或者受到刑事处罚ꎻ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１３ 号)
第十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ꎬ 或公司存在其

他重大违法行为ꎻ
(四)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ꎮ

国家发展改革

委、 人民银行、
证监会

８６５



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五) 暂停审批科

技项目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科学技术部令第 ５ 号)
第八条　 申请项目的申请者 (包括单位或个人) 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六) 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ꎮ

科技部

(六) 依法限制参
与政府采购活动ꎮ

«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ꎻ
(二)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ꎻ
(三)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ꎻ
(四)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ꎻ
(五)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ꎬ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ꎻ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政府采购领域信用建设ꎮ 加强政府采购信用管理ꎬ 强化联动惩戒ꎬ 保护政
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制定供应商、 评审专家、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以及相
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标准ꎮ 依法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名单ꎬ 对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ꎬ 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ꎮ 完善
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ꎬ 充分利用工商、 税务、 金融、 检察等其他部
门提供的信用信息ꎬ 加强对政府采购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信用管理ꎮ 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ꎬ 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ꎬ 实现信用信息
的统一发布和共享ꎮ

财政部

(七) 依法限制取
得政府供应土地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国土资源部

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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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八) 严格、 审慎

审批新改扩建项

目的环评事项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一)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ꎮ 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ꎮ 按规

定对诚信企业和模范个人给予表彰ꎬ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营造守信光荣的

舆论氛围ꎮ 发展改革、 财政、 金融、 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商

务、 工商、 税务、 质检、 安全监管、 海关、 知识产权等部门ꎬ 在市场监管和公

共服务过程中ꎬ 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ꎬ 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

理、 简化程序等 “绿色通道” 支持激励政策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

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

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

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环境保护部

(九) 从严审核在

银行间市场发行

债券ꎮ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 〔２００５〕
第 １ 号)

第七条　 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ꎻ (２) 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４％ꎻ

(３) 最近三年连续盈利ꎻ (４)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充足ꎻ (５) 风险监管指标符

合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ꎻ (６)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ꎻ (７) 中国

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ꎮ
根据商业银行的申请ꎬ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豁免前款所规定的个别条件ꎮ
第八条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发行金融债券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ꎻ (２)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１０％ꎻ (３) 风险

监管指标符合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ꎻ (４)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ꎻ
(５)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ꎮ

第十一条　 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下列文件:
(１) 金融债券发行申请报告ꎻ (２) 发行人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

告ꎻ (３) 金融债券发行办法ꎻ (４) 承销协议ꎻ (５)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

文件ꎮ

人民银行

(十) 依法限制境

内上市公司实行

股权激励计划或

者限制成为股权

激励对象ꎮ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国资发分配

〔２００６〕 １７５ 号)
第三十四条　 国有控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ꎬ 要求上市公司在发生以

下情形之一时ꎬ 中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ꎬ 自发生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向激励对象

授予新的股权ꎬ 激励对象也不得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行使权利或获得收益:
(１) 企业年度绩效考核达不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绩效考核标准ꎻ
(２)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 监事会或审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业绩

或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提出重大异议ꎻ
(３) 发生重大违规行为ꎬ 受到证券监管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ꎮ
第三十五条　 股权激励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应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ꎬ 提出终止授予新的股权并取消其行权资格:
(１)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ꎻ

国资 委、 财 政

部、 证监会

０７５



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２) 任职期间ꎬ 由于受贿索贿、 贪污盗窃、 泄露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

密、 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

等违法违纪行为ꎬ 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２６ 号)
第七条　 上市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不得实行股权激励:
(四)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ꎻ
(五)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ꎮ
第八条　 下列人员也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一)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ꎻ
(二)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ꎻ
(三)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ꎻ
(四) 具有 «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ꎻ
(五)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ꎻ
(六)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ꎮ

(十一) 对其进出

口货物加大监管

力度ꎬ 加 强 单 证

审核和布控查验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海关 总 署、 质

检总局

(十二) 申请适用

海关认证企业管

理的ꎬ 不 予 通 过

认证ꎻ 已 经 成 为

认证 企 业 的ꎬ 按

照规定下调企业

信用等级ꎮ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一般认证) » (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２ 号)
(九) 未有不良外部信用:
２０ 外部信用: 企业或者其企业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负责关务的高级

管理人员、 财务负责人连续 １ 年在工商、 商务、 税务、 银行、 外汇、 检验检

疫、 公安、 检察院、 法院等部门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失信企业或者人员名

单、 黑名单企业、 人员ꎮ

海关总署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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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十三) 将失信企

业有关信息纳入

检验检疫进出口

企业信用管理系

统ꎬ 依 据 « 出 入

境检验检疫企业

信用 管 理 办 法 »
对其进行信用评

级和监督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９３ 号)
第三条　 企业信用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守法信息、 企业质量管理

能力信息、 产品质量信息、 检验检疫监管信息、 社会对企业信用评价信息以及

其他相关信息ꎮ
(六) 社会对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包括政府管理部门情况通报、 媒体报道及

社会公众举报投诉等情况ꎮ

质检总局

(十四) 认证机构

暂停或者撤销相

关认证证书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质检总局 (国

家认监委)

２７５



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 (国家认监委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号公告)
７ ２ 暂停证书

７ ２ １ 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认证机构应在调查核实后的 ５ 个工作

日内暂停其认证证书ꎮ
(１) 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或严重不满足认证要求ꎬ 包括对质量管理体系运

行有效性要求的ꎮ
(２) 不承担、 履行认证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的ꎮ
(３) 被有关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的ꎮ
(４) 被地方认证监管部门发现体系运行存在问题ꎬ 需要暂停证书的ꎮ
(５) 持有的行政许可证明、 资质证书、 强制性认证证书等过期失效ꎬ 重

新提交的申请已被受理但尚未换证的ꎮ
(６) 主动请求暂停的ꎮ
(７) 其他应当暂停认证证书的ꎮ
７ ３ 撤销证书

７ ３ １ 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认证机构应在获得相关信息并调查核

实后 ５ 个工作日内撤销其认证证书ꎮ
(１) 被注销或撤销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ꎮ
(２) 拒绝配合认证监管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查ꎬ 或者对有关事项的询问和

调查提供了虚假材料或信息的ꎮ
(３) 出现重大的产品或服务等质量安全事故ꎬ 经执法监管部门确认是获

证组织违规造成的ꎮ
(４) 有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ꎮ
(５) 暂停认证证书的期限已满但导致暂停的问题来得到解决或纠正的

(包括持有的行政询: 可证明、 资质证书、 强制性认证证书等已经过期失效但

申请未获批准)ꎮ
(６) 没有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或者已不具备运行条件的ꎮ
(７) 不按相关规定正确引用和宣传获得的认证信息ꎬ 造成严重影响或后

果ꎬ 或者认证机构已要求其纠正但超过 ６ 个月仍未纠正的ꎮ
(８) 其他应当撤销认证证书的ꎮ

(十五) 在审批保

险公司设立时ꎬ 将

统计领域严重失信

企业及其有关人员

的失信状况作为重

要参考依据ꎮ

«保险法»
第六十八条　 设立保险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

规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ꎻ

保监会

(十六) 在核准与

管理相关外汇额

度 时 作 审 慎 性

参考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ｌ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ꎮ 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ꎬ 以

政府的诚信施政ꎬ 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ꎮ 在行政许

可、 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 科研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和

管理监督、 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ꎬ 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ꎬ 培育信

用服务市场发展ꎮ

外汇管理局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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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十七) 依法限制

招录 (聘) 为公

务员或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十一条　 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ꎻ
(二) 年满十八周岁ꎻ
(三)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ꎻ
(四) 具有良好的品行ꎻ
(五) 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ꎻ
(六) 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ꎻ
(七) 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第十二条　 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 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ꎻ
(二) 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ꎬ 努力提高工作效率ꎻ
(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ꎬ 接受人民监督ꎻ
(四) 维护国家的安全、 荣誉和利益ꎻ
(五) 忠于职守ꎬ 勤勉尽责ꎬ 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ꎻ
(六) 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ꎻ
(七) 遵守纪律ꎬ 恪守职业道德ꎬ 模范遵守社会公德ꎻ
(八) 清正廉洁ꎬ 公道正派ꎻ
(九) 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ꎮ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一)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ꎻ
(二) 曾被开除公职的ꎻ
(三) 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ꎮ
第三十三条 　 对公务员的考核ꎬ 按照管理权限ꎬ 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

能、 勤、 绩、 廉ꎬ 重点考核工作实绩ꎮ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第九条　 应聘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ꎻ
(二) 遵守宪法和法律ꎻ
(三) 具有良好的品行ꎻ
(四) 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ꎻ
(五) 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ꎻ
(六) 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ꎮ

中组 部、 人 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 公 务 员

局等有关部门

(十八) 对企业和

个人给予表彰奖

励、 授 予 荣 誉 称

号时ꎬ 应 当 参 考

其统计信用状况ꎬ
对失信企业和失

信人员ꎬ 不 予 颁

发政府荣誉ꎻ 及时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中央宣传部、 中

央文明办、 全国

总工会、 共青团

中央、 全国妇联

等ꎬ 各部门共同

实施

４７５



法规文件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撤销失信企业和

失信人员获得的

荣誉称号ꎮ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十九) 依法限制

登记为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中央编办发 〔２０１４〕 ４ 号)
第三十一条　 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ꎻ
(二) 该事业单位的主要行政负责人ꎮ
违反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产生的事业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ꎬ 不得担任事

业单位法定代表人ꎮ

«中央编办关于批转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

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中央编办发 〔２０１５〕 １３２ 号)
第四条　 登记事项要求:
(四) 法定代表人ꎮ 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ꎬ 且为该单

位主要行政负责人ꎬ 年龄一般不超过 ７０ 周岁ꎬ 无不良信用记录ꎮ 担任过其他

机构法定代表人的ꎬ 在任职期间ꎬ 该机构无不良信用记录ꎮ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职或退休后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ꎬ 应当符合干部管理

有关规定ꎮ

中央编办

(二十) 依法限制

担任国有企业法

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二十三条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命或者建议任命的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良好的品行ꎻ
(二) 有符合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ꎻ
(三) 有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ꎻ
(四)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ꎮ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或者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ꎬ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依法予以免职或者提出免职建议ꎮ

国资 委、 财 政

部等相关部门

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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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十一) 将失信
人员有关信息记
入个人信用记录
和统计从业人员
诚信 档 案ꎬ 在 一
定期限内不得从
事与 会 计、 统 计
等 有 关 的 工 作ꎬ
不 能 取 得 会 计、
统计等有关专业
职称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十) 依法依规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行政性约束和惩戒ꎮ 对严重失信主体ꎬ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应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ꎬ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ꎮ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ꎬ 限制新增项
目审批、 核准ꎬ 限制股票发行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ꎬ 限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融资ꎬ 限制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
司、 创业投资公司、 互联网融资平台等机构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ꎮ 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ꎬ 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ꎬ 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ꎮ 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对
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及时撤销
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接
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统计领域信用建设ꎮ 开展企业诚信统计承诺活动ꎬ 营造诚实报数光荣、 失
信造假可耻的良好风气ꎮ 完善统计诚信评价标准体系ꎮ 建立健全企业统计诚信
评价制度和统计从业人员诚信档案ꎮ 加强执法检查ꎬ 严厉查处统计领域的弄虚
作假行为ꎬ 建立统计失信行为通报和公开曝光制度ꎮ 加大对统计失信企业的联
合惩戒力度ꎮ 将统计失信企业名单档案及其违法违规信息纳入金融、 工商等行
业和部门信用信息系统ꎬ 将统计信用记录与企业融资、 政府补贴、 工商注册登
记等直接挂钩ꎬ 切实强化对统计失信行为的惩戒和制约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财政部、 统计局

(二十二) 依法限
制设立融资性担
保公 司ꎻ 在 审 批
融资性担保公司
或金融机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时ꎬ
将统计领域严重
失信企业及其有
关人员失信状况
作 为 重 要 参 考
依据ꎮ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令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号)

第九条　 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章程ꎮ
(二) 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ꎮ
(三) 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ꎮ
(四) 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从业人员ꎮ
(五)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ꎮ
(六)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ꎮ
(七) 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ꎮ

银监 会、 证 监
会、 保 监 会、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工 信 部、
财政 部、 商 务
部、 工 商 总 局
等具有金融机
构任职资格核
准职能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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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办法由融资性担保业务

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另行制定ꎮ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号)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ꎻ
(二) 遵纪守法ꎬ 诚实守信ꎬ 勤勉尽职ꎬ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品行和声誉ꎻ
(三) 熟悉经济、 金融、 担保的法律法规ꎬ 具有良好的合规意识和审慎经

营意识ꎻ
(四) 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 经验和能力ꎮ
第六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一)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罪记录的ꎻ
(二) 因违反职业操守或者工作严重失职给所任职的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

者恶劣影响的ꎻ
(三) 最近五年担任因违法经营而被撤销、 接管、 合并、 宣告破产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的机构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ꎬ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ꎻ
(四) 曾在履行工作职责时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反诚信原则行为ꎬ 或指

使、 参与所任职机构对抗依法监管或案件查处ꎬ 情节严重的ꎻ
(五) 被取消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或禁止从事担保或金融

行业工作的年限未满的ꎻ
(六) 提交虚假申请材料或明知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ꎬ 采用

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任职资格核准的ꎻ
(七) 个人或配偶有数额较大的到期未偿还债务的ꎻ
(八)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ꎮ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号)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 (以下简称金融机构)ꎬ 是指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村镇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 外国银行分行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托公司、 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货币经纪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 贷款

公司、 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省 (自治区)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农村资金

互助社、 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以及经监管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

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ꎬ 适用本办法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级管理人员ꎬ 是指金融机构总部及分支机构管理层

中对该机构经营管理、 风险控制有决策权或重要影响力的各类人员ꎮ
第九条　 金融机构拟任、 现任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ꎬ 视为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 (二) 项、 第 (三) 项、 第 (五) 项

规定之条件:
(一)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罪记录的ꎻ
(二) 有违反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ꎬ 造成恶劣影响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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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三) 对曾任职机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或重大损失负有个人责任或直接领

导责任ꎬ 情节严重的ꎻ
(四) 担任或曾任被接管、 撤销、 宣告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机构的董事

(理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但能够证明本人对曾任职机构被接管、 撤销、 宣

告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不负有个人责任的除外ꎻ
(五) 因违反职业道德、 操守或者工作严重失职ꎬ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

影响的ꎻ
(六) 指使、 参与所任职机构不配合依法监管或案件查处的ꎻ
(七) 被取消终身的董事 (理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ꎬ 或受到监管

机构或其他金融管理部门处罚累计达到两次以上的ꎻ
(八) 有本办法规定的不具备任职资格条件的情形ꎬ 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得

任职资格核准的ꎮ

«保险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 (保监会令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号)
第七条　 保险机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诚实信用的品行、

良好的合规经营意识和履行职务必需的经营管理能力ꎮ

(二十三) 将统计

上严重失信行为

作为投资等优惠

性政 策 认 定ꎬ 金

融机构评级授信、
信贷 融 资、 管 理

和退 出ꎬ 审 批 证

券、 证 券 投 资 基

金及期货公司设

立、 变 更ꎬ 私 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
重大事项变更以

及基 金 备 案ꎬ 相

关 责 任 人 考 核、
干部选任等的重

要参考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四十一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ꎬ 给予警告ꎬ 可以

予以通报ꎻ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ꎬ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 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ꎻ
(二)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ꎻ
(三) 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ꎻ
(四) 拒绝、 阻碍统计调查、 统计检查的ꎻ
(五) 转移、 隐匿、 篡改、 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 统计台

账、 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ꎮ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ꎬ 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ꎻ 情节严重的ꎬ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ꎬ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责令改正ꎬ 给予警告ꎬ 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ꎮ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时ꎬ 认为对有

关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ꎬ 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该国家工作

人员的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ꎬ 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ꎮ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ꎬ 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 物质利益

或者职务晋升的ꎬ 除对其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或者要求他人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

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ꎬ 由作出有关决定的单位或者其上级单位、 监察机关

取消其荣誉称号ꎬ 追缴获得的物质利益ꎬ 撤销晋升的职务ꎮ

«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　 设立证券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中组 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 障 部、 商

务部、 人 民 银

行、 海关总署、
税务 总 局、 质

检总 局、 银 监

会、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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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惩戒措施 法律及政策依据 实施单位

(二) 主要股东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

记录ꎬ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十三条　 设立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ꎬ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ꎬ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三) 主要股东应当具有经营金融业务或者管理金融机构的良好业绩、 良

好的财务状况和社会信誉ꎬ 资产规模达到国务院规定的标准ꎬ 最近三年没有违

法记录ꎮ

«贷款通则»
第十七条　 借款人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或主管机关) 核准登记

的企 (事) 业法人、 其他经济组织、 个体工商户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ꎮ
借款人申请贷款ꎬ 应当具备产品有市场、 生产经营有效益、 不挤占挪用信

贷资金、 恪守信用等基本条件ꎬ 并且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 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ꎬ 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ꎻ 没有清

偿的ꎬ 已经做了贷款人认可的偿还计划ꎮ
二、 除自然人和不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业法人外ꎬ 应当经过工商

部门办理年检手续ꎮ
三、 已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ꎮ
四、 除国务院规定外ꎬ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

累计额未超过其净资产总额的 ５０％ꎮ
五、 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符合贷款人的要求ꎮ
六、 申请中期、 长期贷款的ꎬ 新建项目的企业法人所有者权益与项目所需

总投资的比例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ꎮ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期货公司ꎬ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

规定ꎬ 并具备下列条件:
(四) 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ꎬ 信誉良好ꎬ 最近 ３ 年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ꎮ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０５ 号)
第三条　 从事私募基金业务ꎬ 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ꎬ 维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ꎬ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十五)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ꎮ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 动态监管ꎬ
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ꎬ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犯消费者、 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市场主体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工商总局牵头负责) 对守信主体予以

支持和激励ꎬ 对失信主体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

境、 注册新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止ꎬ 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

行市场禁入制度ꎮ (各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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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五、 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各系统协调运行的制度基础ꎮ 其中ꎬ 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直接作用于各个社会主体信用行为ꎬ 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

核心机制ꎮ
(一)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ꎮ 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ꎮ 按规

定对诚信企业和模范个人给予表彰ꎬ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营造守信光荣的

舆论氛围ꎮ 发展改革、 财政、 金融、 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商

务、 工商、 税务、 质检、 安全监管、 海关、 知识产权等部门ꎬ 在市场监管和公

共服务过程中ꎬ 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ꎬ 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

理、 简化程序等 “绿色通道” 支持激励政策ꎮ
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ꎮ 强化行政监管性约束和惩戒ꎮ 在现有行政

处罚措施的基础上ꎬ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ꎬ 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

制ꎮ 推动各级人民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 行政审

批、 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ꎬ 结合监管对象的失信类别和程度ꎬ 使

失信者受到惩戒ꎮ 逐步建立行政许可申请人信用承诺制度ꎬ 并开展申请人信用

审查ꎬ 确保申请人在政府推荐的征信机构中有信用记录ꎬ 配合征信机构开展信

用信息采集工作ꎮ 推动形成市场性约束和惩戒ꎮ 制定信用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ꎬ 完善失信信息记录和披露制度ꎬ 使失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受到制

约ꎮ 推动形成行业性约束和惩戒ꎮ 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并监督会员

遵守ꎮ 对违规的失信者ꎬ 按照情节轻重ꎬ 对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实行警告、 行

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等惩戒措施ꎮ 推动形成社会性约束和惩戒ꎮ 完善社会

舆论监督机制ꎬ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曝光ꎬ 发挥群众评议讨论、 批评报道

等作用ꎬ 通过社会的道德谴责ꎬ 形成社会震慑力ꎬ 约束社会成员的失信行为ꎮ
建立失信行为有奖举报制度ꎮ 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ꎬ 保护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ꎮ
建立多部门、 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ꎮ 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共享ꎬ 实现多

部门、 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ꎬ 使守信者处处受益、 失信者寸步难行ꎮ

«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 (监察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

统计局令第 １８ 号)
第二条　 有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中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ꎬ

以及有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个人ꎬ 应当承担纪律责任ꎮ 属于下列人员的 (以下统

称有关责任人员)ꎬ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
(一) 行政机关公务员ꎻ
(二) 法律、 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经批准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管理的工作人员ꎻ
(三) 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ꎻ
(四)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ꎮ
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和国务院监察机关、 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制定的处分规章对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的处分另有规定的ꎬ 从其规定ꎮ

０８５



法规文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
总局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国土
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
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

印发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
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６ 版) »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６〕 ２７９８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

关部门、 机构: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

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

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规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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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和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

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７
号) 等文件要求ꎬ 推动形成褒扬诚信、 惩戒失

信的强大合力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

民法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卫

生计生委、 海关总署、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旅游局、 国管

局、 外汇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民航

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全

国工商联、 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ꎬ 在 ２０１４ 年

上述部分单位联合签署的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

录»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４〕 ３０６２ 号) 的基础上进

行完善ꎬ 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６ 版)»ꎮ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

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６ 版)

附件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６ 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

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

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规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和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

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７
号) 等文件要求ꎬ 推动形成褒扬诚信、 惩戒失

信的强大合力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

民法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卫

生计生委、 海关总署、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旅游局、 国管

局、 外汇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民航

局、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全

国工商联、 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ꎬ 在 ２０１４ 年

上述部分单位联合签署的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

录»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４〕 ３０６２ 号) 的基础上进

行完善ꎬ 现就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达成如下一致意见ꎮ
一、 联合惩戒的对象
联合惩戒对象为税务机关根据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修订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

法 (试行) ›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４ 号) 等有关规定ꎬ 公布的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信息中所列明的当事人 (以下简称

当事人)ꎮ 当事人为自然人的ꎬ 惩戒的对象为

当事人本人ꎻ 当事人为企业的ꎬ 惩戒的对象为

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有直接责任的财务负

责人ꎻ 当事人为其他经济组织的ꎬ 惩戒的对象

为其他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 负有直接责任的

财务负责人ꎻ 当事人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中介机

构及从业人员的ꎬ 惩戒的对象为中介机构及其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ꎬ 以及相关从业人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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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惩戒措施及操作程序
(一) 强化税务管理ꎬ 通报有关部门

１ 惩戒措施: 纳税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Ｄ
级ꎬ 适用 «纳税信用管理办法 (试行) » 关于

Ｄ 级纳税人的管理措施ꎬ 具体为:
(１) 公开 Ｄ 级纳税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名

单ꎬ 对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的

其他纳税人纳税信用直接判为 Ｄ 级ꎻ
(２) 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按辅导期一般纳

税人政策办理ꎬ 普通发票的领用实行交 (验)
旧供新、 严格限量供应ꎻ

(３) 将出口企业退税管理类别直接定为四

类ꎬ 并按 «出口退 (免) 税企业分类管理办

法» 中对四类出口企业申报退税审核管理的规

定从严审核办理退税ꎻ
(４) 缩短纳税评估周期ꎬ 严格审核其报送

的各种资料ꎻ
(５) 列入重点监控对象ꎬ 提高监督检查频

次ꎬ 发现税收违法违规行为的ꎬ 不得适用规定

处罚幅度内的最低标准ꎻ
(６) 将纳税信用评价结果通报相关部门ꎬ

按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ꎬ 在经营、 投融资、
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 出入境、 注册新

公司、 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 获得荣誉、 安

全许可、 生产许可、 从业任职资格、 资质审核

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ꎻ
(７) Ｄ 级评价保留 ２ 年ꎬ 第三年纳税信用

不得评价为 Ａ 级ꎻ
(８) 税务机关与相关部门实施的联合惩戒

措施ꎬ 以及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的其他严格

管理措施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纳税信用

管理办法 (试行) ›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０ 号) 第三十二条ꎻ
(２)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 ‹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 (试行) ›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４ 号) 第十二

条第一款ꎮ

３ 实施部门: 税务总局ꎮ
(二) 阻止出境

１ 惩戒措施: 对欠缴查补税款的当事人ꎬ
在出境前未按照规定结清应纳税款、 滞纳金或

者提供纳税担保的ꎬ 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入境

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四十四条ꎻ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 第七十四条ꎮ
３ 实施部门: 公安部ꎮ 对欠缴税款、 滞纳

金又未提供担保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ꎬ
由县级以上 (含县级) 税务机关申请ꎬ 报省、
自治区、 直辖市税务机关审核批准ꎬ 由审批机

关填写 «边控对象通知书»ꎬ 函请本省、 自治

区、 直辖市指定的边检机关办理边控手续ꎮ
(三) 限制担任相关职务

１ 惩戒措施: 因税收违法行为ꎬ 触犯刑事

法律ꎬ 被判处刑罚ꎬ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当事

人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限制其担任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及经理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

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 项ꎻ
(２)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

第四条第 (四) 项ꎮ
３ 实施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工商总局ꎮ
(四) 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参考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信息ꎬ 鼓励征信机构依法采集并向金融机构提

供查询ꎬ 引导商业银行、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定价原则ꎬ 将重

大税收违法信息作为对当事人提供金融服务的

重要参考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 第十

四条和第二十一条ꎻ
(２)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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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ꎮ
３ 实 施 部 门: 人 民 银 行、 银 监 会、 保

监会ꎮ
(五) 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

１ 惩戒措施: 对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

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购买不动产、 乘坐飞

机、 乘坐列车软卧、 Ｇ 字头动车组全部座位和

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 旅游度假、 入住星

级以上宾馆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施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

消费的若干规定» 第三条ꎻ
(２)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ꎮ
３ 实施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住房城乡建

设部、 旅游局、 民航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等

单位ꎮ
(六) 向社会公示

１ 惩戒措施: 通过 “信用中国” 网站和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信息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

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５１ 号) 第 (十九) 条ꎻ
(２)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七条ꎮ
３ 实施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商

部门ꎮ
(七)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１ 惩戒措施: 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税

务机关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ꎬ 对当事

人在确定土地出让、 划拨对象时予以参考ꎬ 进

行必要限制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

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ꎻ

(２)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第五部分第 (一) 条ꎮ
３ 实施部门: 国土资源部ꎮ
(八) 强化检验检疫监督管理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直接列为出入境检验检疫信用 Ｄ 级ꎬ
实行限制性管理措施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ꎮ
３ 实施部门: 质检总局ꎮ
(九) 依法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

十二条ꎻ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二

十六条ꎻ
(３)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第二部分第 (一) 条ꎮ
３ 实施部门: 财政部ꎮ
(十) 禁止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不予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

暂行办法» 第九条ꎻ
(２)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ꎮ
３ 实施部门: 海关总署ꎮ
(十一) 限制证券期货市场部分经营行为

１ 惩戒措施: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在办理以

下业务时ꎬ 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作为进行

限制的重要参考:
(１) 发起设立或参股各类私募基金管理机

构或私募基金等ꎻ
(２)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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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及变更持有 ５％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

制人审批ꎻ
(３) 股票发行上市、 重组上市及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审核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ꎻ
(２) «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ꎬ «证券

投资基金法» 第十三条ꎬ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管理办法» 第七条ꎬ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 第七条ꎬ «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

指引第 １０ 号———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

更»ꎬ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ꎻ
(３) «证券法» 第十三条ꎬ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ꎬ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第二十

条ꎬ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九条ꎬ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第

十条ꎬ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

十三条ꎬ «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 第五条ꎻ
(４)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ꎮ
３ 实施部门: 证监会ꎮ
(十二) 限制保险市场部分经营行为

１ 惩戒措施:
(１) 在进行保险公司、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股东资质审核时ꎬ 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中

所列明的当事人的失信状况作为重要参考

依据ꎻ
(２) 在审批保险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时ꎬ 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

中所列明的当事人的失信状况作为重要参考

依据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六十八

条ꎬ «保险公司管理规定» 第七条ꎬ «保险公司

股权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ꎻ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

十七条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八十二

条ꎬ «保险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管理规定» 第七条、 第二十一条ꎮ
３ 实施部门: 保监会ꎮ
(十三) 禁止受让收费公路权益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不得受让收费公路权益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收费公路权益转让

办法» 第十二条第二款ꎮ
３ 实施部门: 交通运输部ꎮ
(十四) 依法依规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依法依规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

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第二部分第

(一) 条ꎮ
３ 实施部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ꎮ
(十五) 从严审核企业债券发行、 依法限

制公司债券发行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从严审核其发行企业债券ꎻ 依法限制

发行公司债券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改进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

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５７ 号) 第二部分ꎻ
(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

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

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ꎮ

(３)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１１３ 号) 第十七条ꎮ

３ 实施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ꎮ
(十六) 依法限制进口关税配额分配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在有关商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中依法

予以限制ꎮ

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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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

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经贸委、 海关总署令

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７ 号)ꎬ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

暂行办法» (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令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号)ꎬ 以及农产品、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分配、
再分配公告明确的相关申领条件ꎮ

３ 实施部门: 商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ꎮ
(十七) 通过主要新闻网站向社会公布

１ 惩戒措施: 税务总局在门户网站公布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的同时ꎬ 通过主要新闻网

站向社会公布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九条ꎻ
(２)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

三条ꎮ
３ 实施部门: 中央网信办ꎮ
(十八)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从严控

制生产许可证发放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ꎮ
３ 实施部门: 质检总局ꎮ
(十九)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３ 实施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十) 依法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

活动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依法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

活动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利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令第 ３９ 号)
第三十二条ꎻ

(２)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号) 第 (十) 项ꎮ
３ 实施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

化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

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卫

生计生委、 税务总局、 林业局、 国管局ꎮ
(二十一) 依法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特许经营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依法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

许经营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令

第 ２５ 号)ꎻ
(２)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ꎮ
３ 实施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ꎮ
(二十二) 对失信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

场和行业禁入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失信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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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３ 实施部门: 财政部、 税务总局ꎮ
(二十三) 撤销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

评优资格

１ 惩戒措施: 及时撤销重大税收违法当事

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和

对税收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 股东等

人员的荣誉称号ꎬ 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３ 实施部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全国

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全国工商联

等单位ꎮ
(二十四) 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对失信会员

实行警告、 行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 不予

接纳、 劝退等

１ 惩戒措施: 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公约和职

业道德准则ꎬ 推动行业信用建设ꎮ 引导行业协

会商会完善行业内部信用信息采集、 共享机

制ꎬ 将严重失信行为记入会员信用档案ꎮ 鼓励

行业协会商会与有资质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

合作ꎬ 开展会员企业信用等级评价ꎮ 支持行业

协会商会按照行业标准、 行规、 行约等ꎬ 视情

节轻重对失信会员实行警告、 行业内通报批

评、 公开谴责、 不予接纳、 劝退等惩戒措施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３ 实施部门: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

部、 税务总局、 全国工商联ꎮ
(二十五) 强化外汇管理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属于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内的企

业ꎬ 列为货物贸易 Ｂ 类企业进行管理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ꎻ
(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

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５１ 号) 第 (十三) 条ꎮ
３ 实施部门: 外汇管理局ꎮ
(二十六) 限制在认证行业执业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的相关人员ꎬ 限制在认证行业执业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

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第 (十) 项ꎻ
(２)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号) 第二部分第 (一) 条、 第 (二) 条ꎻ

(３)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ꎮ
实施部门: 质检总局ꎮ
(二十七) 限制取得认证机构资质ꎬ 限制

获得认证证书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限制取得认证机构资质ꎻ 限制获得认

证证书ꎬ 已获得认证证书的ꎬ 暂停或撤销相应

的认证证书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

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第 (十五) 条ꎻ

(２)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３号) 第 (十) 项ꎮ
实施部门: 质检总局ꎮ
(二十八) 其他

１ 惩戒措施: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ꎬ 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在行政许可、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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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项目审批核准、 强制性产品认证、 授予荣誉

等方面予以参考ꎬ 进行必要的限制或者禁止ꎮ
２ 法律及政策依据:
(１)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

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ꎻ

(２)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第五部分第 (一) 条ꎮ
３ 实施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文明

办、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全国总工

会、 全国妇联、 全国工商联等单位ꎮ
三、 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税务机关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地

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定期向签

署本备忘录的部门和单位提供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及当事人信息ꎮ 同时ꎬ 相关名单信息在税务

机关门户网站、 “信用中国” 网站和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ꎬ 供社会查阅ꎮ 相

关部门和单位收到相关名单后ꎬ 根据本备忘录

约定的内容对其实施惩戒ꎬ 并及时或定期将联

合惩戒措施的实施情况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联合惩戒子系统反馈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税务总局ꎮ
四、 联合惩戒的动态管理
按照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

(试行) » 的规定ꎬ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自

公布之日起满 ２ 年的ꎬ 从税务机关公布栏中撤

出ꎬ 相关失信记录在后台予以保存ꎮ 当事人缴

清税款、 滞纳金和罚款的ꎬ 税务机关应及时通

知有关部门ꎮ 有关部门依据各自法定职责ꎬ 按

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实施惩戒或者解除

惩戒ꎮ
五、 其他事宜
各部门应密切协作ꎬ 积极落实本合作备忘

录的内容ꎬ 确保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信息

及时推送ꎬ 并对其实施联合惩戒ꎮ 本合作备忘

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ꎬ 由相关各部门

另行协商明确ꎮ
本备忘录印发后ꎬ «关于印发 ‹关于对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

忘录› »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４〕 ３０６２号) 废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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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宣传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尕布龙和燕振昌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尕布龙和燕振昌的先进事迹ꎮ
尕布龙是青海省原副省长、 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ꎮ 他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ꎬ 手握重

权不谋私利ꎬ 身居高位心系百姓ꎬ 兢兢业业谋发

展惠民生ꎬ 退休后仍带领干部群众绿化荒山ꎬ 为

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作出突

出贡献ꎬ 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ꎮ

燕振昌是河南省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原

党委书记ꎮ 他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ꎬ 把为村民

服务当成座右铭ꎬ ４４ 年如一日带领全村干部群

众脱贫致富ꎬ 把昔日的贫困村建成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 文明村ꎬ 是党的基层干部的优秀

代表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人民日报» )

手握权力　 不谋私利
———追记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

１０ 年艰辛ꎬ 植绿荒山

１９９２ 年ꎬ 尕布龙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

位退下来ꎮ 得知消息的乡亲们ꎬ 早早帮他拾掇

好了房子ꎮ 他们心想ꎬ 我们的尕省长要回家

了ꎮ 可是ꎬ 尕布龙却作出了一个决定: 上山

种树!
“西宁南北两座山还荒着ꎬ 党把我从一个

放羊娃培养成领导干部ꎬ 我要尽最后一点力ꎬ
为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ꎮ” 尕布龙安慰盼他归

来的乡亲ꎮ
风吹沙飞无鸟影ꎬ 下雨泥石落西宁ꎮ 夹在

两座荒山之间的西宁人饱受风沙、 泥泞之苦ꎮ
南北两座山坡陡、 沟深、 风大、 盐碱多ꎬ

在山上植树ꎬ 青海人想过、 试过ꎬ 但效果欠

佳ꎮ １９８９ 年ꎬ 青海省从湟水河引水上山ꎬ 并成

立绿化指挥部ꎮ
尕布龙主动请缨ꎬ 担任指挥部副指挥长ꎮ

没过多久ꎬ ６６ 岁的尕布龙带领民工修路、 整

地、 育苗、 栽树、 浇水ꎮ 他还成立了绿化专业

队ꎬ 和民工们一起劳动ꎬ 一起吃饭ꎮ 从此ꎬ 南

北两山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一身布

衣ꎬ 满身泥土ꎻ 头上一顶破草帽ꎬ 脚下一双帆

布鞋ꎮ
一年四季ꎬ 尕布龙在南北两山的沟沟梁梁

上奔波ꎮ 春天种树ꎬ 夏天防洪ꎬ 秋天管护ꎬ 冬

天防火ꎮ
一个初春的下午ꎬ 天很冷ꎬ 风很大ꎮ 干了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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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午的活ꎬ 疲惫不堪的尕布龙靠在苗圃的地

埂上睡着了ꎮ 收工时ꎬ 人们才发现尕布龙不见

了ꎮ 等找到时ꎬ 他的身上、 脸上、 耳朵里全是

土ꎮ 工人们心疼地扶起老人ꎬ 流下了眼泪ꎮ
有人粗略计算ꎬ １０ 年间ꎬ 尕布龙在南北山

的劳动日共 ３５００ 多天ꎮ 他有一个习惯ꎬ 每年大

年初一至初三上山值班护林ꎬ １０ 年来从未间

断ꎮ 每一个春节ꎬ 万家灯火通明ꎬ 家家户户吃

团圆饭的时候ꎬ 这位老人却坚守在南北山的

林区ꎮ
１０ 年辛苦ꎬ 在尕布龙带动下ꎬ 南北两山规

划的 ５ 万亩绿化区内ꎬ 他们累计完成 ４ 万多亩

造林工程ꎬ 栽植各种树苗 ４０００ 多万株ꎬ 其中

３４００ 多万株成活ꎬ 是 １９８９ 年以前 ４０ 年间累计

造林量的 ３ 倍ꎮ

约束亲朋ꎬ 不留情面

尕布龙有句话ꎬ 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
“权力来自百姓ꎬ 只能服务百姓ꎬ 绝不可谋取

私利ꎮ”
曾给他当过多年司机的杨杰说: “尕省长

对自己的亲属、 秘书、 司机等身边工作人员的

要求太严格了ꎬ 我们从来没借他的名义谋过私

利ꎬ 他的亲属更没有一个人因他而沾过光ꎮ”
尕布龙的一个侄子考上了中专ꎬ 工作后又

通过自学考上了大专ꎮ 由于工作出色ꎬ 单位决

定提拔他当副处级干部ꎮ 当他们为此请示时任

副省长的尕布龙时ꎬ 得到这样的回答: 就因为

他是尕布龙的亲侄子吗? 我看不要提拔ꎬ 还是

让他搞业务ꎮ
尕布龙担任省级领导后ꎬ 人们劝他将家属

转为城镇户口ꎬ 他不表态ꎮ 有人提醒他将家里

人迁到省城ꎬ 给在老家放羊的女儿安排工作ꎬ
他还是不表态ꎮ 他的妻子直到去世还是牧民ꎬ
女儿至今仍在老家放牧ꎮ

海晏县哈勒景乡永丰村是尕布龙的故乡ꎮ
村干部说ꎬ 尕布龙的妻子华毛曾是全村的劳动

模范ꎮ 有一天ꎬ 她在生产队挤奶ꎬ 被受惊的牦

牛踏伤ꎬ 成了半瘫痪ꎬ 家里的担子全落到正在

上学的女儿格格丽身上ꎮ 为了接替阿妈放牛ꎬ
同时照料阿妈ꎬ 她主动退学ꎬ 拿起了牧鞭ꎮ

多年后ꎬ 格格丽一直在牧区放羊ꎬ 很多人

无法理解ꎬ 问她: “你阿爸是副省长ꎬ 可以帮

你解决城市户口ꎬ 可以安排好工作ꎬ 你为啥这

样辛苦?” 格格丽说: “阿爸经常教育我们ꎬ 要

热爱草原ꎬ 虽然牧区自然条件艰苦ꎬ 总要有人

来建设ꎮ 如果牧民都进城ꎬ 保护草原、 畜牧业

发展由谁来做?”
１９９０ 年ꎬ 家里的东珠仁青报考湟源牧校ꎬ

仅仅差 ２ 分ꎬ 当他拿着成绩单ꎬ 第一次找尕布

龙求助时ꎬ 吃了闭门羹ꎮ 东珠仁青永远记得尕

布龙说的话: “坚决不行ꎬ 差 １ 分也是差ꎬ 要

么继续上学复读ꎬ 要么去当兵ꎮ” 东珠仁青委

屈地哭了ꎬ 他最终选择了复读ꎮ 毕业以后ꎬ 东

珠仁青下过乡村ꎬ 当过工人ꎬ 可再也没有找过

尕布龙帮忙照顾ꎮ
尕布龙对家人的要求何止是严格ꎬ 几乎不

近人情ꎮ 尕布龙的儿子尼玛才仁结婚时ꎬ 收到

父亲一份 “新婚礼物”ꎬ 那就是 “约法三章”:
一不能请客ꎬ 二不能收礼ꎬ 三不能放鞭炮ꎮ

严格自律ꎬ 民心可鉴

有一次ꎬ 尕布龙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桦

林乡调研ꎬ 快到午饭时ꎬ 一位乡干部向另一位

乡干部使劲挤眼睛ꎮ 尕布龙一再问询才明白:
乡干部已准备了一只羊ꎬ 挤眼睛就是让他们去

宰羊炖肉ꎮ 尕布龙很生气: “你们这样挤眼睛ꎬ
一年要挤掉多少只羊哩?” 当天的午饭就是

面片ꎮ
当了 ２２ 年省部级干部ꎬ 尕布龙经常到全省

各地的农村牧区调研ꎬ 他从没向当地党政部门

打过招呼ꎬ 更不允许其他同志背着他事先通知

接待ꎮ 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ꎬ 他都要付 ３ 个人

的餐费: 自己的ꎬ 还有司机和秘书的ꎮ 哪怕是

在村干部家吃一顿便饭ꎬ 他也要留饭钱ꎮ
“不就是一顿饭嘛ꎬ 何必 ‘小题大做’?”

很多人不以为然ꎬ 尕布龙说: “一顿饭绝不是

小问题ꎬ 在战争年代ꎬ 我们党纪律严明ꎬ 不拿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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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一针一线ꎬ 一心一意为人民ꎮ 现在搞现代

化建设ꎬ 更不能多吃多占ꎬ 否则就会败坏党

风ꎬ 丧失民心ꎮ”
尕布龙担任省部级领导以后ꎬ 更加严格地

要求自己ꎮ 在农牧民心里ꎬ 尕布龙和他们一

样ꎬ 是一个牧人ꎬ 是一个纯粹的好干部ꎮ

三十年如一日ꎬ “牧民店” 里故事多

“省城有个好乡亲ꎬ 他就是副省长尕布龙ꎮ
他家是农牧民的办事处ꎬ 一天接待的人无数ꎮ”
一首传唱在百姓间的花儿小调ꎬ 唱的就是尕布

龙家的 “牧民店”ꎮ
尕布龙把自己的 ４ 间平房用土坯隔成了 ５

间半ꎬ 半间当自己的卧室ꎬ 其余 ５ 间共搭了 １１
张床ꎮ 用自己的工资购置被褥和羊毛毡ꎬ 免费

为来西宁治病、 办事的牧民提供住宿ꎬ 成了

“牧民店”ꎮ
“牧民店” 里几乎天天有人ꎬ 少则三五人ꎬ

多则几十人ꎮ 有一天ꎬ 他家一下子来了七八十

位牧民ꎬ 屋里住不下ꎬ 他就在房前的空地上扎

了几顶帐篷ꎮ 为了方便给治病的牧民熬中药ꎬ
他家长年生煤炉子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尕布龙当选为青海省委常委ꎬ 并

任副省长ꎮ 按照规定ꎬ 当年省里给他在省政府

家属区安排了一套住宅ꎬ 他说什么也不搬ꎮ
“我在牧区工作近 ２０ 年ꎬ 找我的牧民很多ꎮ 我

会藏语和蒙古语ꎬ 可以给牧民当翻译ꎮ 如果搬

进省政府大院ꎬ 牧民找我就不方便了ꎮ”
直到 １９８８ 年ꎬ 省政府办公楼和住宅区分开

后ꎬ 尕布龙才住进去ꎬ “牧民店” 也搬了进去ꎮ
有一年ꎬ 天峻县天棚乡的藏族牧民旦增夫

妇患肺病ꎬ 想到西宁治疗ꎬ 但他们不会说汉

语ꎮ 因家中困难ꎬ 除了看病ꎬ 吃住问题也困扰

着他们ꎮ 他们打听到了尕布龙家的 “牧民店”ꎬ
顺利地住了进来ꎮ 在 ８ 个月的治疗期间ꎬ 尕布

龙亲自给他们联系医院、 找医生、 垫付医

药费ꎮ
夫妻俩病愈返回草原时ꎬ 流着眼泪对尕布

龙说: “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大恩情ꎮ” 紧握尕布

龙的手ꎬ 迟迟不肯离去ꎮ
每到冬天ꎬ 尕布龙家就腌几大缸萝卜和白

菜ꎮ 米和面都是七八袋、 十几袋地买回家ꎬ 有

时一顿饭要做几大锅面条ꎮ 尕布龙和大家一起

吃大锅饭ꎬ 从不开小灶ꎮ
有人说ꎬ 别说是省级干部ꎬ 就是普通百姓

也很难做到这样ꎮ 尕布龙说: “我本是一个放

羊娃ꎬ 是党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干部ꎬ 我这样

做ꎬ 只是尽了一点责任和义务ꎮ”
尕布龙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ꎬ 十几年来ꎬ

仅从尕省长家护送到医院就诊的贫困农牧民患

者就有 ３０００ 多人ꎮ

为百姓办事ꎬ 尕布龙办法多

尕布龙帮过很多老百姓ꎬ 受到很多农牧民

的敬爱ꎮ 每逢过节回老家海晏ꎬ 乡亲们经常送

来自家的牛羊肉表心意ꎬ 尕布龙从不接受ꎮ
奇怪的是ꎬ ２００４ 年春节前ꎬ 尕布龙突然点

名要七八家的羊肉ꎮ 点到名的牧民很高兴ꎬ 送

来了最好的羊肉ꎮ 尕布龙把羊肉挂在村委会院

子里展示ꎬ 让大家互相观摩ꎬ 看谁家的羊肥ꎬ
谁家的肉好ꎬ 引导大家思考哪个品种好ꎬ 该怎

样科学饲养好ꎮ 尕布龙用心良苦ꎬ 许多牧民从

中受益ꎮ
为老百姓办事ꎬ 尕布龙从来都是想尽办

法ꎮ １９５４ 年ꎬ 尕布龙到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工

作ꎬ 当时河南县河曲草原退化严重ꎬ 鼠害猖

獗ꎮ 为减少鼠害ꎬ 尕布龙号召各乡镇、 村社都

成立了灭鼠队ꎮ
短短几年ꎬ 河曲草原在尕布龙手里变了

样ꎮ 植被不断恢复ꎬ 草原重新披上了 “绿衣”ꎬ
牛羊日渐肥壮ꎬ 牧民们欢呼雀跃ꎮ 当时ꎬ 河南

县成为全省第一个草原无地面鼠害县ꎬ 草原丰

美ꎬ 牛羊肥壮ꎮ

心里有群众ꎬ 尕布龙下乡多

草原上的人ꎬ 以心换心ꎮ
无论在哪里工作ꎬ 尕布龙心中都装着乡亲ꎮ

乡亲们喜欢拉着尕布龙的手拉家常ꎬ 知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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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跟他说ꎮ 尕布龙的车从未空过ꎬ 经常给农牧民

捎带树苗、 饲料、 猪仔、 羊羔ꎬ 甚至砖头ꎮ
１９８５ 年前ꎬ 尕布龙每年春节回老家ꎬ 都会

带着村里的干部ꎬ 替乡亲们放羊ꎬ 让忙碌了一

年的老乡过个好年ꎮ 虽然时间不长ꎬ 徜徉在牧

草和牛羊之间的尕布龙ꎬ 让乡亲们感觉到党的

高级领导干部和牧民是一样的ꎮ
尕布龙的司机杨杰说: “他没有节假日的

概念ꎬ 闲了就下乡ꎮ 早饭一吃就出发ꎬ 挨家挨

户走ꎬ 和群众聊ꎬ 和村干部、 乡干部聊ꎬ 他总

说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ꎬ 要多学习’ꎮ”
尕布龙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ꎬ 一次

到民和县满坪乡扶贫点检查工作ꎬ 看见路边一

个破旧的院子ꎬ 就走了进去ꎮ 眼前的一切让他

心痛不已: 屋里一贫如洗ꎬ 土炕上只有几片破

旧毡ꎮ 当晚回到省城ꎬ 他失眠了ꎮ 第二天ꎬ 不

顾别人的劝说ꎬ 他将家里几床新一点的被子全

部送给了那家人ꎮ
尕布龙的节俭出了名ꎬ 平时都舍不得多吃

点肉ꎬ 舍不得多穿一件新衣服ꎮ 无论冬夏ꎬ 永

远是那套蓝灰色的中山装ꎮ 但为了救助那些贫

困农牧民群众ꎬ 他出手很大方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永丰

村残疾户的女儿银卓玛因家庭困难失学ꎬ 他主

动资助这个孩子上学ꎬ 直到孩子读到中学ꎮ
“心是用来换心的ꎬ 我们共产党人老老实

实造福社会ꎬ 真心实意帮助群众ꎬ 自然会得到

群众的拥护ꎮ” 尕布龙说ꎮ

短评: 人们呼唤尕布龙

尕布龙是一位省部级干部ꎬ 但在百姓心

中ꎬ 他是一个普通的牧民ꎬ 更像一位慈祥的阿

爸ꎮ 他活着ꎬ 人们为他竖大拇指ꎻ 他去了ꎬ 人

们由衷呼唤他ꎬ 希望出现更多尕布龙式的好干

部ꎮ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正在开展ꎬ 尕布龙

是一面镜子ꎬ 也是实实在在的榜样ꎮ
手握权力ꎬ 不谋私利ꎮ 尕布龙任省部级干

部 ２０ 多年ꎬ 大权在握ꎬ 权力背后藏 “魔力”ꎮ
权从哪里来ꎬ 用权为了谁? 尕布龙的妻子直到

去世ꎬ 仍是一位普通牧民ꎮ 这就是顶天立地、
清清白白的共产党人给出的答案ꎮ

身居高位ꎬ 心系百姓ꎮ 尕布龙始终保持牧

民本色ꎬ 永远把普通群众拥在怀里ꎬ 放在心

底ꎮ 他的家成了 “牧民店”ꎬ 百姓有困难ꎬ 首

先想到他ꎮ 尕布龙常说: “我们口口声声说自

己是人民的公仆ꎬ 我们不做这些ꎬ 谁来做?”
尕布龙用行动说明ꎬ 不论官大官小ꎬ 不管何时

何地ꎬ 只有把心和群众紧紧贴在一起ꎬ 才最踏

实、 最充实ꎮ

(选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１１ 日 «人民日报»)

９４ 本日记背后
———追记河南省长葛市水磨河村党支部书记燕振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凌晨ꎬ 燕振昌如往常一

样ꎬ 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ꎬ 开始写日记他

写完 ３ 项具体工作安排后ꎬ 刚写出一个 “４”
字ꎬ 就突发心梗ꎬ 再也没有起来ꎮ

从 １９７０ 年当选村支书开始ꎬ 燕振昌就把工

作中的点点滴滴记录在册ꎮ ９４ 本、 ８０００ 多页、
１００ 多万字ꎬ 日记见证着一个贫困村到亿元村

的凤凰涅槃ꎬ 凝聚着一位共产党员呕心沥血的

一片丹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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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农村ꎬ 照样能干出名堂来”

“水磨河ꎬ 水磨河ꎬ 磨来磨去灾祸多ꎻ 十

年种地九年荒ꎬ 男女老幼掉苦窝ꎮ” 这是四五

十年前水磨河村的顺口溜ꎬ 也是水磨河村的真

实写照ꎮ
１９６２ 年ꎬ ２０ 岁的燕振昌高中毕业被分配到

长葛县税务局坡胡税务所工作ꎮ 由于工作突出ꎬ
１９６６ 年县里选拔干部时ꎬ 他是第一人选ꎮ 然而ꎬ
就在家人都以为他要 “更上一层楼” 时ꎬ 他却

毅然选择回到家乡———贫瘠的水磨河村ꎮ
燕振昌有文化、 肯吃苦、 敢做事ꎮ １９６７

年ꎬ 他被社员推选为第八生产队队长ꎬ 带领社

员们办起农机配件厂、 面粉厂、 冰糕厂、 机瓦

厂ꎮ 到 １９８１ 年ꎬ 大队已拥有预制板厂、 车队等

十几家集体企业ꎬ 每年给队里交利润 ３０ 多万

元ꎮ ３ 年后燕振昌被选为水磨河村党支部书记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他在日记里工整地写

道: “留在农村ꎬ 照样能干出名堂来ꎮ” “上面

提拔你当国家干部ꎬ 你却不干? 咱们都是高中

生ꎬ 家里好不容易供咱们上学ꎬ 你愿意留在农

村ꎬ 我还不愿意呢!” 燕振昌的妻子张改真当

时一脸不满ꎮ
燕振昌却很是自信: “水磨河离不开我ꎬ

我也离不开水磨河ꎮ 我就不信ꎬ 在农村ꎬ 还干

不出个名堂来!”
让张改真未曾想到的是ꎬ 燕振昌在农村这

一干就是 ４４ 年ꎬ 带领村民把一个昔日的贫困村

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明星村ꎮ

“村干部千难万难ꎬ 不能让群众作难”

１９８６ 年ꎬ 中央开始有了 “股份制企业” 的

提法ꎬ 燕振昌敏锐地嗅到经济改革的信号ꎮ
“先行一步ꎬ 也许村里就有条好出路ꎮ” 他在日

记里这样写道ꎮ
晚上吃罢饭ꎬ 燕振昌来到他的老搭班、 老

伙计张汉卿家ꎬ 商量建一家股份制造纸厂ꎮ 一

听燕振昌要鼓动自己入股ꎬ 张汉卿的第一反应

是: “我不干ꎮ”

“一股 ３ 万块钱ꎬ 我得借多少户才能凑齐

啊? 而且农村搞工业的少ꎬ 纸厂怕是没那么多

生意啊? 再说了ꎬ 股份制还没兴起来ꎬ 办砸了

咋办?” 一口气就是三个顾虑ꎬ 张汉卿说出自

己的想法ꎮ
“如果不搞企业ꎬ 没有集体经济收入ꎬ 能

办啥事儿?” 燕振昌顿了一顿ꎬ “干部千难万

难ꎬ 不能让群众作难ꎮ”
张汉卿明白ꎬ 燕振昌是希望村民都过上不

愁吃喝的好日子ꎮ 虽然得到处凑钱、 担风险ꎬ
但张汉卿还是支持了他: “村里以土地、 房屋

等入股ꎬ 占六成股份ꎬ 个人一股 ３ 万元ꎬ 共 ５
股ꎬ 占四成股份ꎮ 后来ꎬ 大家的思想进一步解

放ꎬ 股份占比就逐渐由 ‘六四’ 改成 ‘四六’ꎬ
让个人拿得多一点儿ꎮ”

水磨河村的造纸厂建起来了ꎬ 成为长葛市

第一家股份制企业ꎬ 也是河南省第一批股份制

企业之一ꎮ 造纸厂给全村开了个好头ꎬ 水磨河

村的 “小金库” 逐渐鼓了起来ꎮ 几年间ꎬ 村里

吸收股金 ８００ 多万元ꎬ 办起铸钢厂、 淀粉厂等

私营企业 ５０ 多家ꎬ 水磨河村也成为长葛市第一

个工农业总产值超亿元的村子ꎮ

“无论如何ꎬ 得给子孙后代留一方清水”

２００７ 年ꎬ 燕振昌在日记中焦虑地写道:
“村民发现ꎬ 幸福湖突然干了” 湖水骤然

干涸ꎬ 给水磨河及周边村庄带来了巨大的困

扰———
附近 ３ 个乡镇、 ２３ 个村、 近 ４ 万口人的吃

水和灌溉出现严重困难ꎮ 昔日一扁担就能提出

一桶水的吃水井ꎬ 最后打到 １００ 米、 ２００ 米甚

至 ３００ 米ꎬ 也不见水的影子ꎻ ４０００ 多亩庄稼地

颗粒无收
经过多方考证ꎬ ２００９ 年村民发现ꎬ 幸福湖

水凭空消失ꎬ 附近的平禹煤矿 (原新峰龙屯煤

矿) 却在用 ４ 个大水泵 ２４ 小时不断往外抽水ꎮ
“这个事情协调、 解决难度很大ꎬ 村民们

都快急疯了” 现任村党委书记、 原村委会

主任郭建营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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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群情激奋的村民ꎬ 年近 ７０ 岁的燕振昌

一边奔走在各有关部门ꎬ 不断给各级领导写

信ꎬ 一边劝阻村民: “我向你们保证ꎬ 无论如

何ꎬ 得给子孙后代留一方清水ꎮ”
事情在 ２０１３ 年夏天出现转机ꎮ 在第一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意见时ꎬ 燕振昌

在座谈会上当着省委副书记的面ꎬ 大胆提出村

里的吃水难题ꎬ 受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ꎮ 两个

月后ꎬ 长葛市西部引水灌溉工程正式得到批

复ꎬ 解决了坡胡镇、 后河镇、 石固镇灌溉水源

问题ꎬ 同时配套建设 ２ ５６ 万亩田间灌溉工程ꎮ
干涸多年的幸福湖重新碧波荡漾ꎮ

“干工作要像春蚕吐丝ꎬ
兢兢业业到死方休”

　 　 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盖新房ꎬ １０００ 多户老宅

子都要拆迁ꎮ 作为做生意的风水宝地ꎬ 位于村

里最繁华十字街的住户不愿搬ꎬ 其中包括燕振

昌的岳父ꎮ 燕振昌就从老岳父先下手: “盖新

房ꎬ 建新村ꎬ 可都是为了大家伙儿ꎮ 作为村支

书家ꎬ 可得带好这个头啊!”

张改真告诉记者ꎬ 拆迁时ꎬ 娘家人不情愿

地第一个搬走了ꎮ 但等到新宅子建起来ꎬ 大家

都在争要门面房时ꎬ 燕振昌却没第一个想着娘

家人ꎮ 为此ꎬ 老岳父 “恨” 了他多年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村里又建新社区ꎮ 张改真三番五

次劝燕振昌: “这次能为自家要一间了吧?” 燕

振昌却说道: “村里门面房紧张ꎬ 咱是村干部ꎬ
怎能跟大家争这个?”

如今ꎬ 水磨河村街道两旁门店林立ꎬ ３００
多个门店、 ５００ 多间门面房中ꎬ 燕振昌家没有

一间ꎮ
“干工作要像春蚕吐丝ꎬ 兢兢业业到死方

休ꎮ 做人要像点着的蜡烛ꎬ 从头燃到脚一生光

明ꎮ” 燕振昌说到做到ꎮ
燕振昌去世时ꎬ 全村人哭红了眼ꎬ 自发为他

送行经许昌市委批准ꎬ 他的身上盖着鲜艳的

党旗ꎬ 被安葬在村里的祭祖园ꎮ 园门古朴ꎬ 上面

镌刻的正是他亲自编写的对联: “伏牛灵照忠孝

子ꎬ 暖泉滋润德善心”ꎻ 横批: “德泽犹存”ꎮ

(选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人民日报»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黄志丽和李培斌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黄志丽和李培斌的先进事迹ꎮ
黄志丽是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 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ꎮ 她扎根基层

审判一线ꎬ 坚持公正文明司法ꎬ 自觉抵制金钱

案、 关系案、 人情案ꎬ 有力地维护了群众合法

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ꎬ 展示了新时期人民法官

司法为民的良好形象ꎬ 被授予 “全国道德模

范” 等荣誉称号ꎮ

李培斌是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原所

长ꎮ 他长期战斗在基层司法调解岗位上ꎬ 调解

矛盾纠纷数千起ꎬ 化解群体性事件上百起ꎬ 千

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困难ꎬ 有效防范化解了影

响社会安定的问题ꎬ 被授予 “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 等荣誉称号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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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每一次心跳的声音”
———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法官黄志丽

脱下制服ꎬ 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邻家姐

姐ꎻ 穿上制服ꎬ 她就变成一位 １４ 年办案近

５０００ 件ꎬ 九成以上调解撤诉、 七成以上自动履

行ꎬ 至今无一错案改判、 无一投诉上访的出色

法官ꎮ 她ꎬ 就是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黄志丽ꎮ

“要不是各有苦衷ꎬ
谁也不会与谁选择在法庭上相见”

　 　 小张是在快绝望的时候ꎬ 无意中认识的黄

志丽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小张在漳州一处新开发的小区

买了套房子ꎮ 本想着从此乐居于此ꎬ 可没想到

钱都交了快两年了ꎬ 房产证、 土地证仍然不见

踪影ꎬ 整个小区还三天两头停电、 停水ꎬ 绿化

也没完成、 道路也不完工ꎬ 甚至还风闻开发商

要卷钱逃跑ꎮ
忍无可忍之下ꎬ 小张组织小区里五六十位

业主天天围在售楼部前维权ꎬ 眼看着就要过拿

到违约金的时限了ꎬ 可还没扯出个头绪ꎬ 小张

一伙直奔法院ꎮ “听说这种纠纷是归民庭管ꎬ
我们也顾不得取号、 排队ꎬ 直接冲上二楼ꎬ 看

见有个民庭的办公室就闯了进去ꎮ” 接待他们

的正是黄志丽ꎮ
黄志丽说话很和气ꎬ 还答应第二天就着手

处理ꎮ “有人管总比没人管强ꎬ ‘死马当作活马

医’ꎬ 其实大家心里挺没底的ꎮ” 小张回忆ꎬ 半

个月ꎬ 他们就拿到了首笔违约金ꎬ 今年初又拿

到了第二笔ꎮ
来自福州的这名开发商ꎬ 第二天见到了黄

志丽ꎮ 原本想着这位法官肯定是义正词严、 大

义凛然ꎮ “谁让咱是外地来的呢? 不向着当地

还能向着我?” 没想到ꎬ 黄志丽开口的第一句

话却是: “要不是各有苦衷ꎬ 我相信谁也不会

与谁选择在法庭上相见ꎮ 你的苦衷能告诉

我吗?”
“我欠业主的ꎬ 大家委屈了就来围堵ꎬ 不

让做生意ꎻ 可地方欠我的ꎬ 我又该找谁诉苦

呢? 电不给我拉ꎬ 要排号ꎻ 水不给我通ꎬ 要排

号ꎮ 我又能怎么办?” 话说开了ꎬ 气也就顺了ꎮ
黄志丽又一次 “没事找事”ꎬ 主动答应要帮开

发商协调通电通水ꎻ 开发商也痛痛快快答应了

先赔违约金ꎬ 再抓紧收尾小区建设ꎮ
“拿到违约金后ꎬ 我们也就没再去围堵了ꎮ

又过一个多月ꎬ 小区就正常通水通电ꎬ 绿化、
道路也都完工了ꎬ 今年 ‘两证’ 也开始办理

了ꎮ 黄法官实在太神了!”
说起黄志丽的特别之处ꎬ 芗城区人民法院

副院长陈成刚感慨ꎬ “她总比别人多一点点倾

听、 多一点点了解、 多一点点细心、 多一点点

担当ꎮ 可每个多一点点都加起来ꎬ 年复一年ꎬ
平凡变成不凡、 普通变成神奇ꎮ”

“每一次判决不仅是法理的对错ꎬ
更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

　 　 身为法官ꎬ 面对纠纷ꎬ 黄志丽有调有判ꎮ
要调ꎬ 就以情动人ꎻ 要判ꎬ 就以理服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一位阿姨乘公交时ꎬ 为图方便ꎬ
要求司机没在停靠站而在红绿灯前下车ꎮ 司机

耐不住央告好心开了门ꎬ 阿姨下车时又忘了雨

伞ꎬ 一转身再取时ꎬ 被一辆同样已经停在红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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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前的电动车绊倒ꎬ 摔成骨折ꎮ 纠纷由此而

起ꎬ 谁是主责呢?
该案最大争议在于: 保险公司认为电动车

因为是超标的ꎬ 所以应该算机动车ꎮ 既然是机

动车ꎬ 就应该投保第三方强制险ꎮ 但他又没

投ꎬ 所以理应要多赔ꎬ 达到数万元ꎻ 电动车主

自然觉得很冤ꎬ 可从理论上又辩不过ꎬ 而且在

过往的类似纠纷中ꎬ 也都是采用了这个理由ꎮ
和过去接手的每个案子一样ꎬ 黄志丽开始

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电动车是否超标、 超标

后算不算机动车? 如果算ꎬ 要不要强制保险?
数月后ꎬ 黄志丽以判决的形式提出了她的

意见: 电动车的确超标ꎬ 也的确属机动车、 也

的确应该进行投保第三方强制险ꎬ 但全国各地

至今未有此强制要求、 也未有哪家保险公司已

开展此业务ꎬ 故而超标电动车主仅承担 “未尽

到停车时应确保他人安全的责任”ꎬ 只需赔偿

千余元ꎮ 保险公司不服ꎬ 上诉中院ꎬ 二审维持

了黄志丽的判决ꎮ 此后ꎬ 整个漳州地区ꎬ 发生

的类似案件ꎬ 均是依照黄志丽的这次判决

为例ꎮ
“法官的每一次判决ꎬ 其实都不仅仅是简

单的一次关于法理的对错ꎬ 判决的结果更是关

乎社会道德的一个风向标ꎮ” 陈志荣是芗城区

法院民一庭庭长ꎬ 也是黄志丽的老同事、 老领

导ꎬ 在他的眼里ꎬ 黄志丽平时非常外向、 话

多ꎬ 凡有她必热闹ꎻ 但她又比一般人更 “较

真”ꎬ “她每接一个案子ꎬ 都先自学、 学透一番

相关知识ꎬ 这也是她从事司法工作以来ꎬ 判决

案件服判息诉率达到惊人的 ９９ ７％的原因ꎮ”
翻开黄志丽的抽屉ꎬ 记者看到了厚厚一摞

各种各样的证书ꎮ 原来ꎬ 为了做好当事人的贴

心人ꎬ 准确把握每一个不同对象的心理ꎬ 她考

取了心理咨询师ꎬ 率先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司

法ꎻ 为了解决伤者、 患者纠纷ꎬ 她又自学中

医、 医药学知识ꎬ 每每与他们谈起总是让人感

同身受ꎻ 为了解决农村土地、 财产纠纷ꎬ 她把

自 １９８３ 年漳州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以来

的各种文件、 政策、 法规ꎬ 翻了一遍又一遍ꎬ

说出的话、 判定的事竟成了当地的村规民

约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ꎬ 我还是会选择当法

官ꎮ 不是因为有权力ꎬ 而是因为它在群众心目

中意味着最终的公正ꎮ” 面对记者ꎬ 黄志丽

坦言ꎮ

深入基层ꎬ 润物于无声之中

在农村中第一个设立 “黄志丽法官工作

室” 的是芗城区南坑街道古塘村ꎮ 一提起这个

村ꎬ 在漳州几乎无人不知ꎬ 不是因为穷或富ꎬ
而是因为乱———曾经连续三届选不出一名村

主任ꎮ
古塘村人口 ４０００ 多人ꎬ 是个大村ꎬ 却自古

因宗姓原因ꎬ 分成多个派系ꎬ 又尚武好斗ꎮ 一

村之中ꎬ 有两座祠堂、 两尊香火、 两家拳馆、
一姓两族离漳州市区只有几公里ꎬ 地理位

置本是极好ꎬ 却是一片 “破旧”ꎮ ２００７ 年以前ꎬ
各种城市开发建设项目根本进不来ꎬ 因为没人

敢进来搞拆迁ꎻ 全村水系纵横ꎬ 本是养鱼的宝

地ꎬ 村民也很富裕ꎬ 到了晚上却连出租车都不

敢进来ꎮ
２００８ 年芗城区特地选派法院对口联系古

塘ꎬ 并选派法院干部来村里担任第一书记ꎬ 强

化基层组织和村风文化建设ꎮ 古塘渐渐由乱向

治、 由封闭向开放、 由停滞向发展ꎮ
发展了就没啥问题了吗? 恰恰相反ꎮ 渐渐

地ꎬ 发展过程中能想到的、 想象不到的各种利

益矛盾浮出水面ꎮ 刚刚当选的村支书蔡伟志一

上来便碰到笔 “旧账”: 第五村民小组土地征

迁补偿款ꎬ 怎么也分不下去ꎮ
古塘有 ２０ 个村民小组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征地

时用了第五小组的 ４ 亩多地ꎬ 共计 ５０ 多万元ꎮ
面积不大ꎬ 金额也不算多ꎬ 却是头一次涉及个

人的自留地部分ꎮ 按以往的规则就是按人头

分ꎮ 但第五小组的老会计坚决不同意ꎬ “女儿

不能算! 男丁都得算!” 这下ꎬ 连第五小组组

长也不敢开口了ꎬ 因为他家就是女儿ꎮ
纠纷闹到黄志丽那里ꎬ 乍一听ꎬ 也是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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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水ꎮ “面对听不懂的问题ꎬ 最好的办法就一

条: 慢慢听ꎮ” 这一慢ꎬ 黄志丽几乎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所有国家和地方关于土地承包制度的

政策法规都翻了一遍ꎬ 又把农村中各种乡规民

约查了一圈ꎬ 终于搞明白了真正矛盾: 男丁是

家族的象征和未来ꎬ 即使户口不在村里ꎬ 也要

分上一笔ꎬ 那是地位的代表ꎻ 女儿给了别人ꎬ
户口在村里的还拖着外人进来ꎬ 少算一个ꎬ 就

能少算一户ꎬ 村里平均每人就能多分至少

４００ 元ꎮ
“症结” 找准了ꎬ “药方” 就有了ꎮ 黄志

丽依据法律条文ꎬ 在按人头分的基础上再加

一条: 以户籍是否在村里ꎬ 以及是否在村里

生产生活来确认当事人是否具有农村集体所

有制经济组织成员资格ꎮ 一份裁判文书ꎬ 就

这样以 “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化解了村里的

利益矛盾ꎮ
剩下的事就是有法的说法、 没法的论理、

无理的讲情ꎮ “利益之外ꎬ 中国文化更讲一个

情字ꎮ 他们愿意跟我讲 ‘情’ꎬ 就是因为他们

觉得我听到了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下的心跳声ꎮ”
黄志丽说ꎮ

条文之外ꎬ 更需有热度的关切

“黄志丽法官工作室” 是一种法律工作模

式ꎬ 更是一种关切基层、 服务群众的延伸ꎮ 如

今ꎬ 芗城区法院已在当地的 ２ 个街镇、 ２ 个社

区、 １ 个行政村建起工作室ꎬ 而每个工作室背

后都有一支由黄志丽亲手带出来的团队ꎮ 林晓

萍就是其中一员ꎮ
２００８ 年才毕业的小林和黄志丽一样ꎬ 也是

当地人ꎮ 一头长发、 一副腼腆ꎬ 先是给黄志丽

当书记员ꎬ 通过司法考试后ꎬ ２ 年前开始成为

独立判案的法官ꎮ 可接手第一起案件时ꎬ 她就

急得差点没哭出来ꎮ
案子不大ꎬ 是个离婚案ꎮ 面对着只有女儿

般年龄的小林ꎬ 当事人大姐爱答不理ꎬ 问十答

一ꎬ 最后来一句: “你没结婚你不懂ꎮ” 首次出

马的小林只好再次把老师请出来另一次也

是桩离婚案ꎬ 当事人也是位大姐ꎬ 赌咒发誓死

要离婚ꎬ 怎么调解都不听ꎮ 可当法官们试着真

要判离时ꎬ 大姐便又哭得昏天黑地ꎬ “你们这

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 最后才搞明白ꎬ 她就

是希望法官们帮助她劝爱人 “吃饭前要洗手、
上床前要洗脚”ꎮ

“法律不只是冰冷的条文ꎬ 更需要有热度

的关切ꎮ” 这是黄志丽给她的团队中未来的法

官们最经常的告诫ꎮ 热度在哪里? 就在于对法

律条文以外ꎬ 各种各样社会知识的了解与把

握ꎮ 关切在哪里? 就在于对法律规定以外ꎬ 全

部的、 复杂 的 人 情、 亲 情、 世 情 的 理 解 与

尊重ꎮ
芗城法院将黄志丽长期在民事审判实践中

积累的经验ꎬ 总结为 “五种方法”: 现场走访

法、 创伤治疗法、 心理调解法、 婚姻分析法、
最佳切入法ꎬ 并将此作为培养年轻法官们的方

法ꎮ 如今小林已成为助理审判员ꎬ 每天在阅读

案件卷宗、 拟定庭审提纲、 制作裁判文书中成

长、 成熟

短评: 普通与不普通之间

认识黄志丽的人ꎬ 都觉得她普普通通: 讲

起话来快言快语、 办的案件鸡毛蒜皮、 平常生

活也爱唱歌ꎮ 当翻看起她的事迹时ꎬ 又觉得不

同寻常: 办过的几千个案件ꎬ 无一错案改判、
无一投诉上访ꎮ 领导交代她工作ꎬ 觉得放心ꎬ
因为没有她办不下来的ꎻ 群众找她打官司ꎬ 觉

得放心ꎬ 因为一定是公道合情的结果ꎮ
“普通” 与 “不普通” 之间ꎬ 距离到底有

多远? 其实就是那 “多了的一点点”ꎮ 这是社

会对每一个人的呼唤ꎮ 细究起来ꎬ 这是一种责

任与担当ꎮ 每个岗位都可以是平凡或不凡ꎬ 心

中有责任、 胸中有担当ꎮ 少一点对外界的抱

怨、 多一点对自己的不甘ꎬ 便是平凡也不凡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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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往群众身边跑
———追记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原所长李培斌

３０ 年调解数千矛盾纠纷

在山西省阳高县古城镇赵石庄村半山腰上

的一处新坟前ꎬ 司法助理员鲁学虎给师父李培

斌烧纸ꎬ 零下 ２０ 多摄氏度的气温ꎬ 眼角的泪水

瞬间结冰ꎮ
一晃三年ꎬ 鲁学虎跟着李培斌耳濡目染学

会了许多: 不管谁来司法所ꎬ 不分高低贵贱ꎬ
都一样给人让座倒水ꎮ 不管家里有多忙ꎬ 都是

先顾大家再顾小家ꎮ
李培斌有句座右铭ꎬ “心装百姓事ꎬ 胸怀

为民情ꎮ” “一到基层ꎬ 群众握着你的手ꎬ 那种

亲ꎬ 那种情ꎬ 不是有了金钱有了地位就能得到

的ꎮ” 小鲁说ꎬ “师父常说ꎬ 多帮一次老百姓ꎬ
自有天降福ꎮ 朴朴实实给老百姓干点事比什么

都重要ꎮ”
３０ 年来ꎬ 李培斌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数

以千计ꎬ 制止了上百次群体性械斗ꎬ 使 ５０ 多个

濒临破裂的家庭和好如初ꎬ 使 ３０ 多位遭受遗弃

的老人得以安度晚年ꎬ 让 １６ 位失足青年改邪归

正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李培斌突发心脏病不

幸去世ꎬ 年仅 ５０ 岁ꎮ 消息传来ꎬ 数万干部群众

洒泪送别ꎮ
在南关种蔬菜大棚的村民何存爱ꎬ 为了感

谢李培斌早些年的调解ꎬ 去了趟生养李培斌的

古城镇赵石庄村ꎬ 想让村民到自家地里免费拿

白菜ꎮ 见没人去ꎬ 何存爱开着车把白菜送到了

村里ꎬ 结果还是没人要ꎬ 那就卖吧ꎬ １ 块钱卖

１００ 斤白菜ꎮ 何存爱说: “李所长在世的时候ꎬ

一片菜叶子都不要我的ꎬ 如今人不在了ꎬ 就让

老家的乡亲们吃上些吧ꎮ”

为百姓办事再苦再累都是福

基层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纠纷的 “第一道防

线”ꎮ 李培斌的调解工作为啥能比别人出色?
他总觉得为群众多办事ꎬ 再苦再累都是福ꎬ 老

百姓的事再小都是天大的事ꎮ
山西省政协社法委主任王水成与李培斌相

交颇深: “培斌之所以受到群众欢迎ꎬ 就是他

把权力看得很淡ꎬ 把群众的利益看得很重ꎬ 始

终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办ꎮ”
６０ 多岁的李兴国是龙泉镇南关村人ꎬ 因为

承包土地和村委会发生了纠纷ꎬ ３ 年多时间都

得不到解决ꎮ 李培斌前前后后协调了 ２０ 多天ꎬ
终于妥善处理了问题ꎮ

李兴国说ꎬ 每次来司法所ꎬ 李所长的办公

室都是挤满了人ꎮ 但不管有多少人ꎬ 他都一一

登记处理ꎮ “李所长为我的事真是费了心! 事

后我就想ꎬ 谁越给老百姓办事ꎬ 老百姓就越爱

往谁那儿跑ꎮ 我是个木匠ꎬ 做活儿首先得过了

自己的眼ꎮ 我觉得李所长跟好木匠一样ꎬ 为人

处世人格第一、 品德第一ꎮ”
村里人听不懂大道理ꎬ 李培斌调解的时

候ꎬ 讲的都是大实话ꎬ 跟人拉家常ꎬ 都是将心

比心ꎮ 登门调解的时候ꎬ 还不忘带点水果过

去ꎬ 特别重感情ꎮ
县里搞城中村改造ꎬ 拆迁户许才在自家平

房院里养了几十头猪ꎬ 如果平房拆迁换楼房ꎬ
没法养殖就断了活路ꎬ 所以死活不肯拆迁ꎮ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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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斌跑遍整个县城ꎬ 帮他找到可以调换的合适

平房ꎬ 许才爽快地搬迁了ꎮ
３０ 年基层工作ꎬ 李培斌总结出 “三心”

“三勤” 工作心得ꎮ “三心”ꎬ 就是要有换位思

考的同情心、 高度负责的责任心、 把小事当大

事做的事业心ꎮ “三勤”ꎬ 就是耳要勤ꎬ 多听群

众说话ꎻ 嘴要勤ꎬ 多向群众请教ꎻ 腿要勤ꎬ 多

往群众身边跑ꎮ

化解矛盾更要给人以温暖

在李培斌的工作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生活和工作中ꎬ 有一些矛盾纠纷很特殊ꎮ
矛盾产生了ꎬ 而且很尖锐ꎬ 而矛盾对立的双方

却谁也没有过错ꎮ 现实的无奈使矛盾的双方谁

也不肯让步ꎮ 调处这样的矛盾纠纷ꎬ 这就需要

我们调解人员的一颗热心ꎬ 设身处地为矛盾双

方着想ꎬ 千方百计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ꎮ”
龙泉镇富贵村的穷老太太袁桂如一生孤

苦ꎬ 先后送走了 ４ 位亲人———她的丈夫和 ３ 个

儿子ꎮ 六七年来ꎬ 李培斌隔三岔五就到老人家

里去看一看ꎬ 锅里有没有米ꎬ 灶前有没有柴ꎬ
逢年过节还会送钱送物ꎮ

袁桂如的二儿子张建国服刑期间ꎬ 患了脑

萎缩ꎬ 导致口齿不清楚ꎬ 行动不方便ꎮ 刑满释

放后ꎬ 监狱方用车把张建国送回家ꎮ 可让监狱

方没想到的是ꎬ 袁桂如不让儿子进门ꎬ 让他从

哪来回哪去ꎮ
情急之下ꎬ 监狱方找到司法所请求调解ꎮ

李培斌急忙赶去了解情况ꎬ 到了张建国家ꎬ 贫

困破败的家庭让李培斌心如刀绞ꎮ
老人泪流满面地对李培斌说: “儿是娘的

心头肉ꎬ 当妈的咋能不让儿子回家呢? 可家

里这情况ꎬ 你也看到了ꎬ 让我们娘儿俩咋

活呀?”
李培斌擦了擦泪水ꎬ 对老人说: “您先让

儿子进家ꎬ 生活困难我来想办法ꎬ 党和政府不

会不管您的ꎮ”
听了李培斌的话ꎬ 老人搂住儿子失声痛

哭ꎮ 之后ꎬ 李培斌多次与监狱方协商ꎬ 为张建

国解决了 ３ 万元医疗、 生活费ꎮ 他又向镇党委

和县民政局作了汇报ꎬ 为母子申请办理了低

保ꎬ 接着又是跑县残联办理了残疾人证ꎬ 争取

轮椅和资助ꎮ 几经周折ꎬ 终于使母子俩有了基

本生活保障ꎬ 化解了矛盾ꎮ
２０１２ 年春节ꎬ 正当李培斌难得在家团聚

时ꎬ 袁桂如突然打来电话ꎬ 说儿子去世了ꎮ 李

培斌二话没说ꎬ 冒着严寒赶到 ４０ 多公里外的袁

桂如家ꎬ 张罗后事ꎮ
“同样是化解一起信访案件ꎬ 换成别人ꎬ

可能当时息访了ꎬ 事后又上访ꎮ 李培斌在化解

矛盾时ꎬ 能给信访人以温暖ꎬ 关心当事人的生

活ꎬ 后续回访ꎬ 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ꎮ”
王水成说ꎮ

忙的都是别人的大事小情

“李培斌这辈子穿得最贵的一套衣服ꎬ 是

去新疆参加女儿的婚礼ꎬ 花了 ６００ 元专门定做

的一套西服ꎮ” 李培斌的徒弟、 龙泉司法所助

理员鲁学虎说ꎬ 李培斌的很多衣服都是从地摊

上买的ꎬ 几十块钱ꎬ 一穿好几年ꎬ 常常洗得掉

色、 发白ꎮ
女儿婚礼临到跟前ꎬ 李培斌又不大愿意去

了ꎮ 老婆和儿子说没坐过飞机ꎬ 想尝尝鲜ꎮ 李

培斌嘴上支吾说工作忙走不开ꎬ 其实他心里想

的是省下 “冤枉钱”ꎮ
李培斌去世前虽然新涨了工资ꎬ 可也就一

个月 ４２００ 元ꎬ 只够买两张机票ꎮ 但要开销的地

方太多ꎮ 左思右想ꎬ 李培斌决定不去了: “孩
子他大伯在新疆工作ꎬ 能照应!”

“你是闺女的亲爹!” 妻子杜润梅唯独这件

事死活不答应ꎬ “你能不能请上一天假!”
有天大接访ꎬ 李培斌的手机不停响起ꎬ 又

赶忙挂掉ꎬ 旁边的县领导觉得不对劲ꎬ 一问才

知道是嫁闺女了ꎬ 追问: “那你咋不请假呢?”
走不开的理由眼看不成了ꎬ 李培斌这才去参加

了女儿的婚礼ꎮ
想到这事ꎬ 杜润梅就抹眼泪: “幸好当时

他去了ꎬ 他和闺女见的可是最后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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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斌顾不上家里的事儿ꎬ 忙活的都是别

人的大事小情: 富贵村袁桂如大娘的救济款发

了没有ꎬ 东关村祝建林大姐的赔偿给了没有ꎬ
景家庙村今年的大棚收成怎么样

２０１５ 年国庆前ꎬ 袁桂如还专门去县城找李

培斌ꎮ “培斌早跟我说好的ꎬ 他管我ꎬ 中秋 ２００
元ꎬ 大年 ３００ 元ꎬ 今年中秋和国庆赶一块了ꎬ
得开支ꎮ”

袁桂如不知道ꎬ 李培斌的日子一直紧巴

巴ꎮ 父母治病、 孩子上学ꎬ 一个月工资接济别

人就要花个八九百ꎬ 杜润梅每个月靠打零工也

就 ５００ 多元的收入ꎮ 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以后ꎬ
很多人 “怂恿” 李培斌ꎬ 让他给老婆找个工

作ꎬ 他从未跟组织提过ꎮ

“在他的眼里ꎬ 荣誉比生命还重要”

在县汽车站往南的城乡接合部ꎬ ３ 间砖瓦

平房盖在农田边上ꎬ 这就是李培斌的家ꎬ 家里

最多的摆件要数腌菜的大缸ꎮ
“结婚 ３０ 年ꎬ 租房住了 ２６ 年ꎬ 前后搬家 ６

次ꎬ 搬一次家心碎一次ꎮ” 提起这些年ꎬ 杜润

梅也 “诉苦”ꎬ “最早在马家皂乡租的两间窑

洞ꎬ 眼看下雨就快塌了ꎬ 支了个柱子ꎬ 还在里

头住了五六年ꎮ 如今盖房的钱都是管亲戚

借的ꎮ”
杜润梅说ꎬ 李培斌是个孝顺人ꎬ 正房暖和

宽敞ꎬ 就给老母亲住ꎬ 自己睡南边的小屋ꎬ 一

米八的大个头ꎬ 挤在个小炕上ꎬ 每晚腿都伸

不直ꎮ
“因为没房子ꎬ 我没少埋怨他ꎬ 有时候说

得他也挺受制ꎮ 住上自己的房子ꎬ 他感觉任务

完成了ꎬ 更不着家了ꎮ 谁能想到他住了不到 ３
年ꎬ 人就没了ꎮ”

如今ꎬ 杜润梅仍时常想起李培斌在马家皂

乡工作那会儿ꎬ 成天骑个破摩托车ꎬ 跑遍了全

乡各村的大街小巷ꎬ ３５００ 多户人家ꎮ
就这样 ３０ 多年ꎬ 李培斌一天天往回拿

“红本本”: 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山西省五一

劳动奖章、 山西省十佳创先争优标兵、 山西省

十大杰出政法干警、 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司法部日前追授李培斌 “全国司法行政系

统一级英模” 荣誉称号ꎬ 李培斌还获评为 ２０１５
“感动山西” 十大人物ꎮ

“如果他还活着ꎬ 肯定很开心ꎮ” 鲁学虎

说ꎬ 师父活着的时候总把各种证书、 奖牌擦拭

得干干净净ꎬ 摆放得整整齐齐ꎮ “在他的眼里ꎬ
荣誉比生命还重要ꎮ 他说这是他的财富ꎬ 将来

见祖宗的时候得拿这个交账ꎮ”

“当了共产党的干部ꎬ 绝不给共产党抹黑”

阳高县科教局长高桂德当过马家皂乡和龙

泉镇的党委书记ꎬ 是李培斌的老上司ꎮ 他说:
“别看李培斌当着大大小小许多个职务ꎬ 又是

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ꎬ 又是教育口上的调解

人ꎬ 最根本的还是党代表ꎬ 党员这个身份是他

最大的动力ꎮ”
有人劝李培斌ꎬ “你现在是党代表ꎬ 又认

识那么多人ꎬ 找人要点工程ꎬ 也给孩子挣点学

费ꎮ” 李培斌拍桌子批评对方不是真正的共产

党员ꎮ
杜润梅说: “早些年有个老板叫他去铁矿

上帮忙包工ꎬ 很多人想让他去ꎬ 他死活不去ꎬ
如果那年去ꎬ 两套楼房也挣上了ꎮ” 但李培斌

拒绝得斩钉截铁: “你不要听人们说的ꎮ 挣钱

得靠自己真本事ꎬ 贪污受贿到最后受罪的还是

你自己ꎮ”
“我不怕苦ꎬ 穷也不丢人ꎬ 当了共产党的

干部ꎬ 不给老百姓办事才丢人ꎬ 我绝不给共

产党抹黑ꎮ” 这是李培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

誓言ꎮ
以权谋私ꎬ 门儿都没有ꎬ 要是为公ꎬ 李培

斌跑前跑后ꎬ 不知疲倦ꎮ 龙泉镇景家庙村是李

培斌负责的村ꎬ 全村 ４０００ 亩地有 ３０００ 多亩是

旱地ꎮ 为了取水浇地ꎬ 打架伤人的事年年发

生ꎮ 李培斌带着村支书荆虎跑政策、 要项目ꎬ
修水塔、 修路、 打井、 换地下水管、 建大棚ꎮ
现在村里全部都改成了水浇地ꎮ 原先旱地靠天

吃饭ꎬ 一年下来满打满算 １０００ 多元的收入ꎬ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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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搞蔬菜大棚ꎬ 一亩地最少也有 １ 万多元的

收入ꎮ
基层工作 ３０ 多年ꎬ 李培斌调解案子数以千

计ꎬ 没有拿过当事人一针一线ꎮ 整理他的遗物

时ꎬ 除了各种荣誉证书、 奖杯ꎬ 一个大牛皮纸

袋子里塞满了各种没有报销的发票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 月 １ 日

«人民日报» )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王家元和崔根良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王家元和崔根良的先进事迹ꎮ
王家元是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春风

村党支部书记ꎮ 他团结带领全村干部群众科学

实干、 顽强苦干、 创新巧干ꎬ 开凿出山公路ꎬ
发展特色产业ꎬ 打造旅游品牌ꎬ 带动邻村共同

致富ꎬ 使一穷二白的 “石头村” 发展成全省富

裕文明的新农村ꎬ 获得 “全国劳动模范” “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等荣誉称号ꎮ

崔根良是亨通集团党委书记ꎮ 他以产业报

国为己任ꎬ 努力依靠科技创新ꎬ 打破国外技术

垄断ꎬ 打造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产权的民族企

业ꎬ 成功走出一条创业创新之路ꎬ 获得 “全国

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ꎬ 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人民日报» )

幸福花开石头村
———记四川省筠连县腾达镇春风村党支部书记王家元

“如果路修不通ꎬ 大伙儿就把我轰下台”

位于四川云南交界处大山坳里的筠连县腾
达镇春风村ꎬ 满山都是龇牙咧嘴的石头———典

型的喀斯特地貌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山外一天

一个样ꎬ 家乡却还是老模样: 恶劣的自然条

件ꎬ 巨大的发展落差ꎬ 硬是把王家元和许多青

年村民逼出了村ꎮ 那年ꎬ 王家元 １５ 岁ꎮ 他先是

到筠连县川剧团当学员ꎬ 两年后ꎬ 又一路向

北ꎬ 跑山西ꎬ 进北京ꎬ 打工、 经商
在外面淘到金的王家元ꎬ 每每回村看父

老、 访亲朋ꎬ 心情都一次比一次沉重———家乡

的穷ꎬ 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王家元

毅然回到家乡ꎮ
在乡亲们眼里ꎬ 王家元是全村最让人敬佩

的能人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春风村举行村委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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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届选举ꎬ 王家元以 ９５％ 的选票当选为村

主任ꎮ
消息传开ꎬ 却遭到了妻子和父亲的强烈

反对ꎮ
妻子问: “当村官你一年能挣多少钱?” 当

王家元说出一年务工补贴 １８００ 元时ꎬ 妻子恼

了: “过去你经商ꎬ 有时一天都不止挣那点ꎬ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父亲也怨道: “二娃ꎬ 你好不容易才从

这个穷窝窝爬出去ꎬ 又跑回来倒腾个啥? 难

道你忘了你哥ꎬ 当了几年村长ꎬ 把命都搭上

了”
想起哥哥王中元ꎬ 王家元的眼眶就湿润起

来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哥哥为了让王家元安心在外面打

拼ꎬ 毅然回村照顾双亲ꎬ 被村民推选为村主

任ꎬ 又被镇派出所聘为协警ꎮ 哥哥当村主任的

最大愿望就是要为村民修条通村路ꎮ 他白天带

着村民碎石凿路ꎬ 晚上协助民警联防联治ꎬ 在

一次夜间追捕逃犯时ꎬ 不幸牺牲ꎮ 那条刚开工

的路ꎬ 不久也停工了ꎮ
王家元流着泪对父亲说: “爹ꎬ 我就是想

让这石头窝窝里的乡亲们不再受穷ꎬ 我相信哥

也是这样想的ꎮ”
父亲点点头ꎬ 妻子也不作声了ꎮ
上任一周后ꎬ 王家元在村民大会上亮开了

大嗓门ꎬ 宣布 ３ 年内打通连接全村的环形路ꎮ
他还在会上立下军令状: “如果到时路修不通ꎬ
大伙儿就把我轰下台!”

１２ 月底ꎬ 春风村党支部吹响了公路建设的

集结号ꎮ
修路缺劳力ꎮ 春风村只有 ３ 个组ꎬ 仅 ８６４

人ꎬ 除去外出务工人员ꎬ 村里老老少少不足

５００ 人ꎮ 王家元率领党员干部组成攻坚队ꎬ 打

头阵、 做表率ꎮ 扶钢钎、 挥二锤、 搬石块、 铺

路基ꎬ 王家元手上的血泡破了一个又一个ꎮ
修路需要钱ꎬ 可春风村当年的人均收入只

有 １８００ 元ꎮ 王家元就回到县城从妻子廖运兰的

凉菜店 “借”ꎮ 买筑路工具ꎬ 买水泥砂石ꎬ 买

雷管炸药ꎬ 王家元一共花掉家里 １０ 多万元ꎮ

王家元的举动ꎬ 点燃了村民们的热情ꎮ 全

村男女老少齐上阵ꎬ １００ 多人的筑路队干得热

火朝天ꎮ 村民还踊跃捐资捐款ꎬ 一位 ７２ 岁的大

爷捐出自己积攒多年的 ８００ 斤稻谷ꎮ 随后ꎬ 政

府的修路补偿资金也很快到位了ꎮ
苦战 ３ 年ꎬ 一条长 ８ 公里、 宽 ４ ５ 米的水

泥路ꎬ 穿越石壁ꎬ 连通了山外大世界ꎮ

“只要有信心ꎬ 石头也能变成金”

路修通了ꎬ 村民们对村干部信心倍增ꎬ 王

家元趁热打铁ꎬ 谋划着村里的产业发展ꎬ 决定

走出去ꎮ
一身西装ꎬ 一路风尘ꎬ 王家元带领村班子

出发了ꎮ
他们踌躇满志ꎬ 走南访北ꎬ 寻找产业ꎬ 带

回了蔬菜、 药材等七八个种养殖项目ꎮ
春天ꎬ 王家元满怀希望ꎬ 发动党员干部一

次次试种ꎬ 谁知ꎬ 种下的苗都打蔫了ꎮ
王家元冷静思考后ꎬ 得出结论: 不是带回

的项目不好ꎬ 而是产品 “水土不服”ꎮ
当时ꎬ 也有一些老板来到村里考察ꎮ 当他

们看到满山光秃秃、 白花花的石头时ꎬ 都不禁

摇头而去ꎮ
王家元没有气馁ꎬ “只要有信心ꎬ 石头也

能变成金ꎮ” 于是ꎬ 他带着村班子向本村问道ꎬ
集思广益ꎬ 再寻出路ꎮ

有位老人告诉他ꎬ 村子里曾有人种过李

子ꎬ 长在石头缝里的李子树结出的果子又脆又

甜ꎮ 王家元一听ꎬ 两眼放光———发展产业的路

子原来还是在自己村里的石头山上!
有过前面几次教训ꎬ 这次王家元没有贸然

行动ꎮ 第二天ꎬ 他起了个大早ꎬ 赶到县里把农

科专家请进村ꎬ 带着他们漫山遍野进行检测ꎬ
得出了春风村适合种李树的结论ꎮ

入夜ꎬ 村委会办公室亮起灯ꎬ 村干部们围

绕发展李子产业进行热议ꎮ 王家元说: “现在

终于找到一个适合本村的项目了ꎬ 我们要大力

发展李子产业ꎮ”
在王家元的动员下ꎬ 党员干部干在先ꎮ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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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刘远恒家的石头地土壤薄ꎬ 栽不稳李子

树ꎬ 他就带着家人ꎬ 到几里外的山上去背土ꎮ
党员干部纷纷上山ꎬ 搬石头ꎬ 垒挡墙ꎬ 填泥

土ꎬ 硬是在石头缝上造出了一排又一排洗脸盆

大小的树窝子ꎮ
３ 年后ꎬ 石头山上披满绿装ꎮ 一到春天ꎬ

满山都是洁白清香的李花绽放ꎮ
如今ꎬ 刘远恒家的李子树已发展到 ３０ 多

亩ꎬ 仅此一项ꎬ 年收入就达 １０ 多万元ꎮ 一组村

民胡怀银开始脑筋不活泛ꎬ 把村上发下来的李

子苗偷偷扔进柴火堆ꎬ 王家元发现了ꎬ 狠狠地

批评了他一顿ꎮ 之后ꎬ 胡怀银跟着党员干起

来ꎬ 陆续种了 １３ 亩李树ꎬ 年收入 ６ 万多元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光棍打到 ３１ 岁的胡怀银 “以李为

媒”ꎬ 娶了云南姑娘刘邦艳ꎬ 还办起了农家

乐
２００７ 年ꎬ 春风村李子树种植已发展到 １０００

多亩ꎬ 村民家家都受益ꎮ 这一年ꎬ 王家元被推

选为春风村党支部书记ꎮ 当初答应老婆为村民

找到一条致富路就回去继续经商当老板的承

诺ꎬ 早已被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ꎮ

“同上致富路ꎬ 一户不能少”

春风村风光起来了ꎬ 但还有些事有些人让

王家元牵挂不已ꎮ
有一年ꎬ 快过年了ꎬ 王家元带着两名村干

部行走在半山腰ꎮ 他脚下是一条荒僻的石径ꎬ
在这坚硬小路的尽头ꎬ 是二组特困户李吉友的

家ꎮ 一间破旧矮房ꎬ 室内住人带养猪ꎮ 墙角

边ꎬ 三块石头支口锅ꎬ 猪圈上ꎬ 几根木棍架成

床ꎬ 一层包谷壳当床垫ꎮ
４７ 岁的李吉友ꎬ 父母、 哥嫂先后得了不治

之症ꎬ 为治病几乎倾家荡产ꎬ ４ 个亲人却还是

在 ３ 年内相继去世ꎬ 他与哥嫂留下的独子相依

为命ꎮ １２ 年前ꎬ 王家元了解到这个情况ꎬ 便常

常去看望他ꎮ
将心比心ꎬ 推己及人ꎮ 王家元常常顾不上

自己的妻子和孩子ꎬ 但却始终顾着李吉友的

家ꎮ 每到刮风下雨ꎬ 王家元想到李吉友家土墙

上那道半尺宽的裂缝ꎬ 就担心得不得了ꎬ 有时

半夜三更还跑过去ꎬ 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

地方ꎮ
过了两年ꎬ 村里产业发展起来了ꎬ 王家元

稍稍松了一口气ꎬ 就组织党员干部帮助李吉友

建房ꎬ 大家你捐我凑ꎬ 加上王家元帮他跑回的

４５００ 元危房改造款ꎬ ３ 间敞亮的青瓦房 ３ 个月

就建成了ꎮ
村里家家都发展产业的时候ꎬ 王家元更没

有忘记李吉友ꎮ 他带上技术骨干ꎬ 带着种苗ꎬ
手把手教他种茶叶ꎮ 如今ꎬ 李吉友已有 ３０ 亩茶

园ꎬ 每年收入 ５ 万多元ꎬ 加上养殖业ꎬ 不仅脱

了贫ꎬ 还过上了富足日子ꎮ
“同上致富路ꎬ 一户不能少”ꎬ 这是王家元

的理念ꎮ
村里还有几户因残疾、 智障导致贫困的人

家ꎬ 王家元先是帮他们申请低保ꎬ 然后根据他

们各自的能力ꎬ 给他们寻找工作岗位ꎮ 在村环

卫队干活的残疾人周家贵说ꎬ 像我这样的人ꎬ
也有稳定收入ꎬ 这在过去做梦也想不到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春风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 １ ２ 万

元ꎬ 全村 ２０３ 户人家全部脱贫ꎮ 春风村人扬眉

吐气了!

主动作为ꎬ 让村子美起来

让村子美起来ꎬ 就得宜居宜业怡人ꎮ 春风

村的石头坡上有许多栽不了果树、 种庄稼又没

收成的瘠薄土地ꎮ 王家元总想着把它们利用起

来ꎬ 找来的几家花卉公司却都不愿意接手ꎮ 后

来ꎬ 听说宜宾高县有个擅长在荒坡地上发展花

卉产业的公司ꎬ 王家元立刻请来ꎮ 这些坡地被

这家花卉公司看上了ꎬ 但他们把流转价格压得

很低ꎬ 每亩每年只付 ５０ 元ꎮ
土地流转金价格有点出乎王家元的意料ꎮ

问村民ꎬ 大家意见也不一致ꎮ 王家元转念一

想ꎬ 这些地荒芜了几十年ꎬ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

“买家”ꎬ 哪能轻易放走? 最终ꎬ 王家元说服了

那些嫌流转价格低的村民ꎬ 接着ꎬ 又赶到腾达

镇向镇领导汇报ꎮ 谁知ꎬ 镇领导一听就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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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价格太低了ꎬ 每亩至少也得 １００ 元!”
王家元回到村里ꎬ 又去征求村民的意见ꎮ

村民们都想早日让房前屋后的荒坡地变成生态

园ꎬ 还是愿意按这个价格流转出去ꎮ 思前想

后ꎬ 王家元还是让花卉公司进了村ꎮ 按照产村

相融的设想ꎬ 他又围绕新村打起了生态建设的

“组合拳”: 水果观光带、 花卉苗木观光带、 有

机生态早茶观光带ꎬ 有序布局ꎬ 稳步推进ꎮ
如今ꎬ 村里已建成 “李园仙居” “绿色茶

房人家” “荷塘家园” 等特色聚居点ꎮ 原来意

味着贫困的喀斯特石山ꎬ 现在掩映在郁郁葱葱

的生态产业林木中ꎬ 与具有浓郁川南风格的新

民居交相辉映ꎬ 形成了独特怡人的村貌ꎬ 春风

村的乡村旅游也随之迅速兴起ꎮ
就这样ꎬ 王家元让富起来的春风村更美了

起来ꎮ

示范引领ꎬ 把新风树起来

房子新了ꎬ 村子美了ꎬ 王家元并不满足ꎬ
他说ꎬ 精神富有才是真的富ꎮ

腰包鼓了ꎬ 有些村民就有点飘飘然了ꎮ 依

托李子园开办农家乐富起来的一组村民胡怀银

就是这样ꎬ 不知不觉还染上了 “赌瘾”ꎬ 后来

干脆连自己的农家乐都不管了ꎮ 妻子刘邦艳管

不住他ꎬ 就去找王家元 “告状”ꎮ 王家元按照

星级农家乐管理规定ꎬ 将胡怀银的 “胡家李园

农家乐” 摘去一颗星ꎮ “二星” 变 “一星”
后ꎬ 生意一下淡了下来ꎬ 胡怀银得了教训ꎬ 及

时悔改ꎬ 整改后才恢复到二星级ꎮ
为了这事ꎬ 村里专门召开支部会ꎬ 把树新

风提上了议事日程ꎮ 首先开展评选 “最美春风

人” 活动ꎬ 王家元自己动手制定入选条件ꎬ 自

己任组长把关ꎮ “脏了我一个ꎬ 洁净全村人”
的村卫生清运工胡怀彬、 身残志坚的种茶能手

张国海、 多年如一日给高龄公公洗脚的孝媳张

龙凤一个又一个 “最美春风人” 脱颖而

出ꎬ 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ꎮ
垃圾乱倒、 牲畜乱养、 污水乱排的陋习ꎬ

也曾严重影响村容村貌ꎬ 王家元下决心进行整

治ꎮ 村两委让村组干部与村民签订目标责任

书ꎬ 实行门前三包ꎬ 责任到户ꎮ 王家元有一个

任组长的亲戚ꎬ 仗着村支书是他侄儿ꎬ 不仅不

带头执行ꎬ 还拒绝接受村干部的批评ꎬ 被王家

元当众罢了 “官”ꎮ
与此同时ꎬ 王家元还率领村两委大抓硬件

建设ꎮ 通过村级投入、 村民自筹、 政府补助等

形式ꎬ 先后投入资金 １５０ 余万元ꎬ 改造农民住

房 ６３ 户ꎬ 改厨、 改厕 １２５ 户ꎬ 种树种花 ５ 万余

株ꎬ 添置垃圾箱 ４０ 余个ꎬ 配备洒水车和垃圾车

各一辆ꎮ 全村还被划为 １６ 个卫生包干责任区ꎬ
每周开展一次卫生评比ꎮ

五村携手ꎬ 带村民富起来

随着产业的大步推进ꎬ 村里大部分村民的

土地都流转进了产业园区ꎬ 而一批举家外出打

工户的土地却还荒着ꎮ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

言ꎬ 叶落归根是必然ꎬ 可如果土地就这么一直

荒着ꎬ 他们将来回村又能靠什么生活?
经过反复思量ꎬ 王家元终于想出一个两全

其美的 “土地流转归还制” 新思路: 把那些撂

荒地流转过来ꎬ 种上茶叶ꎬ 不付流转资金ꎬ 但

１０ 年以后ꎬ 归还给返村的打工人员ꎮ 茶叶 ５ 年

进入茂盛期ꎬ 投入者有 ５ 年以上的投入回收期ꎬ
投入不吃亏ꎻ 打工者返村接手就可采摘ꎬ 转手

变现ꎬ 生活无忧ꎮ
“土地流转归还制” 很快在春风村推广开

了ꎬ ４００ 多亩撂荒地都种上了茶树ꎮ 第一个受

益者是三组村民詹成付ꎬ 他举家外出打工 ３０ 多

年ꎬ 过去流转出去的 ２０ 多亩地被种上了茶树ꎬ
从去年开始陆续收回ꎮ 詹成付说: “王书记替

我们想得真周到ꎬ 我现在可以安心在村里养

老了ꎮ”
春风村富了ꎬ 但周边的几个村还在原地踏

步ꎬ 那些村的干部找到王家元ꎬ 希望春风村也

能把他们村带起来ꎮ 王家元立马答应ꎬ 并组织

人手ꎬ 成立了以春风村为中心的 “春风综合

体”ꎬ 辐射毗邻的向阳村、 水茨村、 千秋村、
冒水村ꎮ 五村牵手ꎬ 齐头并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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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努力ꎬ “春风村综合体” 范围内产业

不断培育壮大ꎬ 共发展茶叶 １ ５２ 万亩、 水果

８９２０ 亩、 花卉 ４２８０ 亩ꎬ 建成标准化牛圈 ２ ２５
万平方米ꎻ 同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ꎬ 带动实现

第三产业年收入 ５３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综合

体范围内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 １４１２０ 元ꎬ 几个

被帮带的穷村子得以跨越发展ꎬ 提前实现

脱贫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 «人民日报»)

后发赶超　 盯着世界地图做企业
———记江苏亨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崔根良

在苏州ꎬ 人们知晓农村退伍军人出身的崔

根良ꎬ 如今已是拥有上万名员工的企业家、 喜

欢低调助人的慈善家ꎬ 却不知他是如何从光通

信产业链的最低端做到最高端ꎬ 并开发出 １５００
多项专利、 ８１ 项国家行业标准ꎮ

“创新ꎬ 才是企业生存的密码”

封闭的炉子里ꎬ 两股泛着蓝光的火焰正在

喷射ꎬ 一个转动的棒上ꎬ 某种物质正在沉

积大约一天时间ꎬ 经过沉积、 烧结、 延伸

等工艺步骤ꎬ 形成一根 ３ 米长、 直径大约 ２０ 厘

米的光棒ꎮ 它们被送入光纤制造塔ꎬ 随着高温

熔化ꎬ 又拉出一根直径仅为 １２５ 微米、 长达

６０００ 公里的光纤ꎮ
光棒ꎬ 又称光纤预制棒ꎬ 是整个光通信产

业链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ꎮ 整个光通信产业

链中ꎬ ７０％的利润在光棒上ꎮ 崔根良深知: 任

何产业的 “蓝海”ꎬ 从来都是技术领跑者的

“锅里肉”ꎬ 中国企业如果不能自主生产ꎬ 断无

出头之日ꎮ
为了这根光棒ꎬ ２００ 多名研发人员ꎬ 熬了

１０００ 多个日日夜夜ꎻ 崔根良几乎压上了亨通全

部的家当ꎬ 投入 ６ 亿多元科研资金ꎮ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ꎮ １０ 年前ꎬ 崔根良征求

专家们的意见: 大都认为研发成本太高、 风险

太大ꎬ 搞不好会拖累企业的发展ꎮ 但崔根良一

咬牙ꎬ 豁出去了!
研制阶段ꎬ 屡试屡败、 屡败屡试ꎮ 每次研

发人员向他报告进展失利情况ꎬ 他总是笑着说

不急不急ꎬ 慢慢来ꎮ 直到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７ 日ꎬ 光

棒终于制成ꎬ 宣告了日美少数几家企业技术封

锁与高价垄断的终结ꎮ
性格内敛的崔根良长舒一口气ꎬ 默默地流

下欣喜的泪水———平均每天 “烧钱” ５０ 多万

元ꎬ 他能不急吗? 可崔根良也明白ꎬ 不能因为

他的焦虑影响大家的情绪ꎮ 之后ꎬ 亨通集团又

相继完成了光棒产业化流程装备、 制造工艺及

软件控制的自主研发ꎬ 成功实现向全产业链的

转型ꎬ 为我国光通信产业的发展赢得了主动权

和话语权ꎮ
崔根良常常告诫员工说: “创新ꎬ 才是企

业生存的密码ꎮ” 光棒的研制成功ꎬ 远不是终

点ꎮ 如今ꎬ 亨通集团不仅开发出国际领先水平

的最大容量、 最快速率、 最低损耗的光纤ꎬ 还

先后承担国家航空航天、 军工装备特种光纤、
光纤导航等系统相关技术开发、 国家 ８６３ 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级科技项目等 １５０ 多个

项目ꎮ

“没有做不到的事ꎬ 只有想不到的人”

６ 年前ꎬ 亨通集团立足未稳ꎬ 商业化、 产

业化尚未形成规模ꎬ 一些国际竞争对手趁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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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等手段逼其出局ꎮ
要打败对手ꎬ 就得先把自己逼 “疯”ꎮ 在

种种努力之后ꎬ 亨通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革新

大幅降低生产成本ꎬ 将光纤价格从 １５ 年前的

１２００ 元 /公里ꎬ 降至目前的 ５０ 元 /公里ꎬ 让百

姓、 企业、 国家都从中获益ꎻ 并一步一个脚

印ꎬ 在海洋、 通信、 电力、 超高压输电、 航空

航天、 光纤制导等领域脱颖而出ꎬ 成为全球光

纤行业的领跑者ꎮ
“关键是要打造一支志存高远的人才团队ꎬ

要么不做ꎬ 要做就做到极致ꎮ” 在崔根良眼里ꎬ
企业的竞争ꎬ 核心是人才团队的竞争ꎮ 创业之

初ꎬ 崔根良就定下了一个原则: 德才兼备的

人ꎬ 要提拔ꎻ 有德无才的人ꎬ 可培养ꎻ 言行不

一的人ꎬ 靠边站ꎮ 多年来ꎬ 崔根良着力培养一

线员工ꎬ 大胆起用年轻才俊ꎮ
亨通现任不少高管和技术人才ꎬ 都是崔根

良亲手带出来的ꎮ 目前已是集团执行副总裁的

钱建林ꎬ １９９２ 年进厂时还不满 ２０ 岁ꎮ 中专毕

业的他ꎬ 并没有立即上岗工作ꎬ 而是和一群同

事一道先被送往武汉进行业务进修ꎮ
学历不高的钱建林发愤钻研ꎬ 发表了论

文ꎮ 崔根良看在眼里ꎬ 不仅重奖ꎬ 还把他破格

提拔为副总助理ꎮ ２５ 岁时ꎬ 钱建林以常务副总

的身份接待中科院专家时ꎬ 对方嘀咕怎么派了

个小娃娃来ꎮ 在与钱建林进行了一番交流后ꎬ
专家们不由得对崔根良的慧眼识珠大加赞赏ꎮ

“没有做不到的事ꎬ 只有想不到的人ꎮ” 爱

才惜才的崔根良ꎬ 想尽一切办法网罗行业

英才ꎮ
在研制光棒的关键时刻ꎬ 有人向崔根良推

荐时任国家邮电部侯马电缆厂总工的吴重阳ꎮ
作为我国第一代研制光纤光缆的专家ꎬ 吴重阳

当时正在办理退休ꎮ 得知多家大型企业已向他

抛去了橄榄枝ꎬ 崔根良连夜驱车赶到山西

侯马ꎮ
吴重阳的多次回绝ꎬ 没有动摇崔根良的决

心ꎮ 他一待就是好多天ꎬ 以最大的诚意坦诚沟

通ꎮ 吴重阳忍不住问: “你出门这些天ꎬ 就不

担心企业的生产?” 崔根良笑着说ꎬ 一个企业

老总几天不在就乱了套ꎬ 那不是好企业ꎻ 好企

业不是靠人而是靠机制ꎮ 最终ꎬ 吴重阳被崔根

良的诚意打动ꎬ 决定跟他一块下江南ꎮ

“沿着 ‘一带一路’ 走出去”

在亨通集团总部大楼一楼展示厅的巨幅世

界地图上ꎬ 标注着亨通进军全球的足迹: 南美

等地ꎬ 已经设立产业基地ꎻ 全球 ３０ 多个国家和

地区ꎬ 已经设立营销技术服务分公司ꎬ 集团产

品已覆盖全球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ꎮ
事实上ꎬ 走出去的想法很早就在崔根良心

中萌发ꎮ ２０００ 年亨通组建国际业务部时ꎬ 还只

是一个光缆生产企业ꎻ 但在与日本、 美国的企

业合作后ꎬ 崔根良开阔了视野ꎬ 也开始思考如

何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国外去ꎮ
然而ꎬ 国际化的道路并不好走ꎮ 当时ꎬ 亨

通组建的国际业务部摸着石头过河ꎬ 先后跟一

些进出口企业合作ꎬ 做间接性的出口业务ꎮ
“这种借船出海拿订单的业务模式缺乏主

动性ꎬ 掌握不到海外客户第一手信息ꎬ 客户不

稳定ꎬ 业务不能延续ꎬ 发展艰难ꎮ” 于是ꎬ 崔

根良决定改变策略、 主动出击ꎬ 直接找海外客

户ꎬ 从国内市场队伍中选派精英到海外开拓

业务ꎮ
但推销 “中国制造” 并不容易ꎮ “我们遭

遇过国外同行的打压ꎬ 国家之间贸易壁垒的障

碍ꎬ 甚至国外的制裁ꎻ 驻外人员也经历过种种

酸甜苦辣ꎬ 甚至曾遇到生命危险” 崔根

良说ꎮ
在南亚、 东南亚、 非洲等欠发达地方开拓

业务ꎬ 亨通派出的业务员既要克服文化差异、
生活习惯及饮食差异ꎬ 还要面对感染登革热、
疟疾等传染病的危险ꎬ 更要面对一些国家的政

局动荡和四处乱飞的子弹ꎮ
亨通派人到埃及拓展业务时ꎬ 遇到政局动

荡ꎬ 亨通的市场人员不顾安危坚守在当地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埃及战后恢复重建光纤通信网络工

程ꎬ 亨通成功中标ꎮ 为了加快恢复国家通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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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政府还专门派了两架大型军用运输机ꎬ 途

经 １０ 多个国家来中国提货ꎬ 开创了外国军机直

接到中国民营企业提货的先例ꎮ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ꎬ 为擦亮 “中国

制造” 的名片带来了契机ꎬ 也让崔根良坚定

了国际化的步伐ꎮ “盯着世界地图做企业ꎬ 沿

着 ‘一带一路’ 走出去ꎮ” 崔根良说ꎬ “ ‘一
带一路’ 给中国通信行业带来了崭新的发展

机遇ꎮ”
在亨通集团的国际化蓝图中ꎬ 崔根良提出

的 “三个五” 战略———５０％以上产品销往海

外、 ５０％以上资本为海外资本、 ５０％以上人才

为国际化人才ꎬ 也正如期推进着

“无论何时何地ꎬ 都要做到政治清醒、
经济清楚、 生活清白”

　 　 曾在部队创造当年入伍、 当年立功、 当年

入党 “奇迹” 的崔根良ꎬ 时隔 ３８ 年ꎬ 仍然牢

记着指导员对他说的一番话: “今天起ꎬ 你就

是党员了ꎮ 党员的标准就是ꎬ 站着是面旗ꎬ 倒

下是标杆!”
不忘初心ꎬ 才能永葆本色ꎮ 从部队转业置

身创业大舞台ꎬ 崔根良告诫自己: 无论何时何

地ꎬ 都要做 到 政 治 清 醒、 经 济 清 楚、 生 活

清白ꎮ
年复一年ꎬ 亨通集团日益发展壮大ꎬ 崔根

良却没有 “发展” 出半点业余爱好ꎮ 他每天都

泡在单位、 沉浸在工作中ꎮ 平日里ꎬ 他和普通

员工一样ꎬ 在食堂吃三菜一汤ꎬ 加班过了饭点

就自己泡面ꎮ 有一次ꎬ 食堂工作人员看他加班

来得晚ꎬ 想必饿了ꎬ 便多打了几块红烧肉ꎮ 崔

根良当场就要求把多给的肉退回ꎬ 并对他说:
“给公司职工打菜不能分等级ꎬ 不要有 ‘情面

菜’ꎮ”
在人事决策上ꎬ 崔根良坚持原则ꎮ 无论谁

打招呼进亨通工作ꎬ 都要求必须到人力资源部

办理报名手续ꎬ 经过核查、 筛选、 鉴定ꎬ 才能

最终决定是否录取ꎮ 曾有公司高层想让人事部

门直接录取 ４ 名员工ꎬ 崔根良发现后ꎬ 立即要

求退回ꎮ
这种不搞特殊的做事风格ꎬ 崔根良一直坚

持着ꎬ 即使是对家人也不例外ꎮ 当年在车间三

班倒的妹妹ꎬ 因承受不了日夜颠倒的生活ꎬ 找

他安排个上白班的工作ꎬ 崔根良也回绝了ꎮ 他

说ꎬ 企业发展需要全体职工同甘共苦ꎬ 必须一

碗水端平ꎮ
亨通对配套产品的需求量很大ꎬ 一位亲戚

看中加工电缆盘能赚钱ꎬ 认定崔根良会支持ꎬ
没想到他却说: “实在对不起ꎬ 正因为你是我

的亲戚ꎬ 亨通无法购买你的电缆盘ꎬ 但若生活

困难我个人可资助ꎮ”
亨通集团现有员工 １ 万多人ꎮ 崔根良首创

党员干部结对联系职工制度ꎬ 规定从普通党员

到支部支委ꎬ 从车间主任到集团高管ꎬ 每人都

要结对联系一定数量的员工ꎬ 确保联系结对全

覆盖ꎮ 当家人的以身作则ꎬ 成为企业凝心聚力

的最大动力ꎮ

“那些年ꎬ 我们几乎都是

‘白加黑’ ‘五加二’ 地拼”

　 　 亨通集团设纪委、 办党校ꎬ 一些民营企业

家感到不解ꎮ 崔根良打了个比方: “黄沙、 石

子、 水泥、 钢筋ꎬ 没有水ꎬ 黏合不到一起ꎬ 只

有用水才能把它们变成坚固的混凝土ꎮ 党建在

企业里就像水ꎬ 能够增强凝聚力ꎬ 党建就是生

产力!”
党员陈明ꎬ 是光棒研发项目的负责人之

一ꎮ “那些年ꎬ 我们几乎都是 ‘白加黑’ ‘五
加二’ 地拼” 陈明说ꎬ 关键时刻ꎬ 正是

党员带头坚守岗位ꎬ 才保证了研发的进展

顺利ꎮ
“激励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前行的动力ꎬ 是

党员的身份ꎮ” 在集团做党务工作的韦亚梅坦

言ꎬ 身边的老党员处处做模范ꎬ 令她见贤思

齐ꎬ 不断严格要求自己ꎮ 在亨通集团ꎬ 年轻人

争先恐后地主动要求入党ꎮ 在韦亚梅看来ꎬ 这

一方面是因为集团领导重视党建工作ꎬ 为党员

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ꎻ 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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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形成了创先争优的氛围ꎮ 党员真正成为先

进、 骨干的代名词ꎮ
“党员身份ꎬ 是集团内部总经理、 副总经

理等重要职位竞聘上岗的重要条件ꎮ” 亨通集

团党委副书记肖耀良介绍说ꎬ 亨通把党的队伍

建设与岗位竞聘制度双向融合ꎬ 推行人才双向

培养ꎬ 党委是核心、 支部是堡垒、 小组是阵

地、 党员是旗帜ꎮ
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 “两个轮子一起转”ꎬ

为企业造就了一支战斗力强、 素质过硬的人才

队伍ꎮ 从建厂之初的 ３ 名党员ꎬ 逐步发展到今

天 １０００ 多名党员ꎬ 党员群体已经成为亨通最宝

贵的品牌资源和核心竞争力ꎮ

“慈善要从身边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员工做起”

　 　 “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价值ꎬ 就是要为社

会创造财富ꎬ 为他人创造美好生活ꎮ” 崔根良

说ꎮ 在家乡吴江ꎬ 乡亲们常说ꎬ 根良不忘本ꎮ
乡里修路搞建设差钱ꎬ 只要村干部找上门ꎬ 他

总是二话不说就答应ꎻ 地方举办各种公益活

动ꎬ 他总是挤出时间去参加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崔根良代表亨通集团出席

苏州市吴江区残联举办的 “助残圆梦行动”ꎬ
给家住松陵镇同心村的梁秀英送去了大冰箱ꎮ
在此前两年ꎬ 亨通已先后向她家捐赠了液晶电

视机和洗衣机ꎮ 至此ꎬ 连续开展 ５ 年的 “助残

圆梦行动”ꎬ 为吴江困难残疾人家庭捐赠了 ４９５
台液晶电视机、 ４１０ 台洗衣机和 ２２７ 台冰箱ꎬ
实现了现代家电 “三大件” 在吴江困难残疾人

家庭的全覆盖ꎮ
“慈善要从身边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员

工做起ꎮ” 崔根良说ꎬ 做人要饮水思源、 知恩

图报ꎬ 企业在健康发展的前提下ꎬ 应该将回报

社会作为一种责任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崔根良到江西出差ꎬ 闲暇

时走访了革命老区的多家养老院、 敬老院ꎮ
“这些地方的生活设施很差ꎬ 没热水、 没卫生

间、 没有像样的厨房ꎬ 老人们生活不便、 出

门看病更是难上加难ꎮ” 崔根良连夜打电话进

行组织ꎬ 工作人员几赴赣南原中央苏区了解

和摸清情况ꎬ 以最快时间拿出了扶贫方案ꎮ
当年ꎬ 亨通集团资助江西革命老区敬老院改

造的 “鹤轩安耆” 项目正式启动ꎬ 用 ３ 年时

间先后捐出 １５００ 万元ꎬ 改造了井冈山、 兴

国、 于都等革命老区的 ２５ 所敬老院ꎬ 捐赠 ２６
辆多功能救护服务车ꎬ 完善了现代生活设施ꎬ
受益老人 ３０００ 多人ꎮ

在崔根良的感召下ꎬ 亨通集团上至高管下

至基层一线员工都踊跃参与公益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崔

根良捐资 ５０００ 万元成立了江苏省首家由民政部

直管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亨通慈善基金

会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基金会拨出专款救治了 １００ 多位

云南山区的心脏病儿童ꎮ 目前ꎬ 基金会公益慈

善累计捐赠超 ４ ８ 亿元ꎬ 崔根良被授予中华慈

善奖 “最具爱心捐赠个人” “中国十大慈善家”
等荣誉称号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２７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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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刘云山会见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

批示ꎬ 指出: “李保国同志 ３５ 年如一日ꎬ 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ꎬ 长期奋战在扶贫

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ꎬ 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

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ꎬ 用自己的模

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ꎬ 事迹感人

至深ꎮ 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

模ꎬ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ꎬ 太行山上的新愚

公ꎮ 广大党员、 干部和教育、 科技工作者要学

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 扎实苦干、 奋发作

为、 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ꎬ 自觉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造福ꎬ 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ꎮ”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

导师ꎮ 他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

康作为毕生追求ꎬ 每年深入基层 ２００ 多天ꎬ 让

１４０ 万亩荒山披绿ꎬ 带领 １０ 万农民脱贫致富ꎮ
常年高强度工作让李保国积劳成疾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凌晨ꎬ ５８ 岁的他突发心脏病ꎬ 经抢救

无效去世ꎮ 李保国去世后被追授 “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 “时代楷模” “全国优秀教师” 等荣

誉称号ꎮ 他的先进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ꎬ 在全

社会引起热烈反响ꎮ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ꎮ 报告会前ꎬ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切会见报告

团成员ꎬ 向李保国亲属表示慰问ꎬ 并颁发中央

组织部追授李保国同志的 “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 证书ꎮ 刘云山在会见时说ꎬ 李保国同志的

先进事迹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ꎬ 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本色ꎬ 是一面很好的

镜子ꎮ 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ꎬ 自觉向李保国同志学习ꎬ 以先

进典型为镜ꎬ 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ꎬ 保持

纯正质朴的百姓情怀ꎬ 弘扬扎实苦干的优良作

风ꎮ 要坚定信念、 不忘初心ꎬ 坚守共产党人的

精神高地ꎬ 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ꎬ 矢

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ꎮ 要坚持求实

务实ꎬ 从一点一滴做起ꎬ 干在实处、 走在前

列ꎬ 把业绩写在大地上ꎮ 要淡泊名利、 严于律

己ꎬ 树立清正廉洁、 甘于奉献的良好形象ꎮ 各

级党组织要把李保国等先进典型作为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ꎬ 引导党员干部对照

学习ꎬ 争做合格共产党员ꎬ 更好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ꎮ 要把学习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同打赢脱

贫攻坚战结合起来ꎬ 同推动科技创新、 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实践结合起来ꎬ 更好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ꎮ 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深入

宣传李保国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ꎬ 让更

多的人受到教育和激励ꎮ
刘奇葆、 赵乐际参加会见ꎮ
报告会由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教育

部和中共河北省委联合主办ꎮ 各主办单位负责

同志、 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 北京市基层

党员干部代表、 首都高校师生代表等参加报告

会ꎮ 会上宣读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批示ꎬ 报告团

成员讲述了李保国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ꎬ 会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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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李保国和万少华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李保国和万少华的先进事迹ꎮ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

导师ꎮ 他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

康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ꎬ 坚持三十年扎进太行

山ꎬ 用科技力量帮助百姓脱贫致富ꎬ 创建了一

套完整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ꎬ 探索出了经济社

会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ꎬ 赢得山区

人民的爱戴ꎮ

万少华是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医

生ꎮ 他多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ꎬ 带领团队义务

上门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烂脚病受害者提供优质

医疗服务ꎬ 在减轻老人身体伤痛的同时ꎬ 也给

他们送上了亲人般的关爱和抚慰ꎬ 以大爱仁心

抚慰民族伤痛ꎬ 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尊敬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铁人” 李保国

李保国很 “拼”ꎮ 他扎根山区 ３５ 年ꎬ 每年

深入田间地头 ２００ 多天ꎬ 行车 ４ 万多公里ꎻ 他

承担了 ８ 门研究生课程和 ３ 门本科生课程ꎬ 却

从未调过一次课ꎻ 他 １９９８ 年查出患有较严重的

糖尿病ꎬ ２００７ 年确诊患上疲劳性冠心病ꎬ 却始

终没有慢下来歇一歇ꎬ 忙碌直至生命的最后

一天ꎮ

夫妻共有 “三个家”

李保国的妻子郭素萍是他大学同学ꎬ 毕业

后又同在河北农大工作ꎻ 两人既是生活伴侣ꎬ
又是工作搭档ꎬ 几十年里几乎形影不离ꎮ 郭素

萍说ꎬ 她和李保国共有 “三个家”: 一个是位

于保定河北农大的家ꎻ 一个是太行山里各个驻

点基地的家ꎻ 还有一个是辗转于学校与各基地

间越野车上的家ꎮ
李保国夫妇年轻时常年驻村ꎬ 山里的家是

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ꎮ “邢台前南峪村低矮的

小平房里ꎬ 有我们刚成家时的艰辛与欢乐ꎻ 岗

底村弯弯曲曲的山路不知走过多少遍ꎻ 在绿岭

核桃基地 １５ 平方米的工作间里ꎬ 我常为他缝补

被树枝剐破的棉袄ꎮ” 郭素萍深情地回忆道ꎮ
最近几年ꎬ 慕名来找李保国的人越来越

多ꎬ 他扶持的点也越来越多ꎻ 夫妻俩常常开车

奔走于各基地之间ꎬ 车成了他们流动的家ꎮ 李

保国开车ꎬ 郭素萍坐在副驾驶上ꎬ 替他接打电

话、 安排工作、 联系事情ꎮ 李保国喝水、 吃

药、 午休ꎬ 全在车里ꎮ 雨鞋、 草帽、 衣服、 工

具包ꎬ 把后备厢塞得满满当当ꎮ
三个家中ꎬ 保定的家他们待得最少ꎮ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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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ꎬ 夫妻俩到家已是腊月二十九ꎮ “想着准

备准备年货ꎬ 三十好过年ꎬ 可是我俩忙得都忘

了ꎬ 今年是小年ꎬ 没有三十ꎮ 最后还是亲家打

电话ꎬ 叫我们去他家过了个年ꎮ” 郭素萍介绍

说ꎬ 这个春节ꎬ 他们就歇了初一一天ꎮ 初二就

开始有咨询电话ꎬ 还有人找到家里ꎮ 从初五到

初八ꎬ 他们冒雪驱车跑了张家口的 ２ 个点和承

德滦平的 ７ 个点ꎮ

“从没调过一次课”
在山区基地忙碌外ꎬ

全年承担学校课程 ４１６ 学时

“李保国教授除了在山区基地忙碌外ꎬ 还

承担了 ４ 门博士研究生和 ４ 门硕士研究生课程

以及 ３ 门本科生课程ꎬ 全年达 ４１６ 学时ꎮ 尽管

工作这么忙ꎬ 他却从没调过一次课ꎮ 作为老

师ꎬ 他做到了以教学和学生为本ꎮ” 河北农大

林学院院长黄选瑞介绍说ꎬ “有一次ꎬ 我俩一

起在廊坊开会ꎬ 中午 １２ 点散会ꎬ 李保国没来得

及吃饭就匆匆往回赶ꎮ 我问他为啥这么急ꎬ 他

说下午 ４ 点还有研究生的课ꎮ”
河北农大在读二年级博士生孙萌清楚地记

得ꎬ 今年 １ 月的一天ꎬ 她在傍晚五六点钟时把

一篇论文发给李保国教授ꎮ 第二天看邮箱ꎬ 李

老师已将修改后的论文传回给了她ꎬ 时间是当

日凌晨 ４ 点 ３６ 分ꎮ “后来聊天ꎬ 得知他那一晚

看了 ３ 个学生的论文ꎮ 李老师总是这样ꎬ 白天

在地里ꎬ 晚上改论文ꎮ 他改论文改得特别细

致ꎮ” 孙萌感动地说ꎮ
李保国先后带过 ６７ 名研究生ꎮ 每名研究生

一入学ꎬ 就会收到他给的 ３ 年学习任务清单:
第一学期完成课程学习和开题报告ꎻ 第二第三

学期完成实验并写出研究报告且每一项都

有详细要求和明确的时间表ꎮ 李保国对研究生

培养的 “阶段目标管理” 并非只是写在纸上ꎬ
他会时常抽查ꎬ 严格落实ꎮ ２０１３ 年寒假ꎬ 一学

生因为毕业论文前期准备不认真ꎬ 李保国就要

求他留在学校ꎬ 直到大年三十写完才回家ꎮ
李保国每年还要带本科生进行两周的实

习ꎮ “凡是跟他实习的ꎬ 都能提升实践操作能

力ꎻ 他教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强ꎬ 用人单位抢

着要ꎮ” １９９９ 级本科生陈利英现在已是绿岭果

业公司技术总监ꎮ 她回忆说ꎬ ２００３ 年年初ꎬ 李

保国带他们到核桃基地实习ꎬ 教学生们嫁接ꎬ
要求学生每人一行ꎬ 按他教的步骤做ꎬ 不但要

成活率高ꎬ 而且要速度快ꎬ 否则就考核不合

格ꎮ “当时ꎬ 小苗只有四五十厘米高ꎬ 我们顶

着太阳蹲着、 跪着练习ꎬ 一天下来腰酸背痛ꎬ
累得连饭都不想吃ꎮ 但第二天ꎬ 还得接着

干” 在李保国的严厉督促下ꎬ 只用一周时

间ꎬ 学生们就全都掌握了嫁接技术ꎬ 并达到熟

练工水平ꎮ

“活着干ꎬ 死了算”
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才更拼命ꎬ

怕时间不够留下遗憾

　 　 ４ 月 ８ 日上午ꎬ 刚从顺平驱车一个多小时

赶回保定的李保国ꎬ 一刻也没休息ꎬ 马上召集

课题组成员开会ꎬ 为第二天在石家庄召开的 ３
个山区项目验收会做最后准备ꎻ

８ 日下午ꎬ 李保国自己开车ꎬ 带着课题组

成员奔赴石家庄ꎬ 和大伙儿一起忙到晚上

１０ 点ꎻ
９ 日上午ꎬ 参加科技项目验收会ꎻ 下午ꎬ

参加一个果树节水灌溉项目的会议ꎬ 傍晚即踏

上返程ꎮ 晚上 １１ 点多ꎬ 李保国终于忙完了一天

的工作ꎮ 但 １０ 日凌晨ꎬ 妻子却被他不顺畅的呼

吸声惊醒呼啸而来的急救车把他送到了医

院ꎬ 他却再也没能苏醒过来ꎮ
“马不停蹄ꎬ 风风火火ꎮ 李保国生命的最

后 ４８ 小时ꎬ 是他一生无数个 ４８ 小时的缩影ꎮ”
黄选瑞感叹道ꎮ

早在 １９９８ 年ꎬ 因为常年往山里跑ꎬ 生活不

规律ꎬ 身体底子不错的李保国被查出患上糖尿

病ꎻ ２００７ 年ꎬ 又被确诊患上疲劳性冠心病ꎮ 心

脏造影显示他 ７５％的血管狭窄ꎬ 连支架都做不

了ꎬ 只能做搭桥ꎬ 但医生说做搭桥后ꎬ 需要休

养ꎬ 干不了事ꎬ 他坚决不做ꎬ 宁肯采取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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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ꎮ
去冬起ꎬ 亲友和同事们发现ꎬ 李保国的身

体状况明显变差ꎻ 很多人都劝他赶紧去医院看

看ꎬ 他嘴上答应ꎬ 人却照常东颠西跑ꎮ
因采访结识李保国、 交往已有 ２０ 年的河北

日报记者刘秀礼说ꎬ ４ 月 ２ 日中午ꎬ 他与李保

国、 郭素萍ꎬ 还有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

双牛见了面ꎮ 杨双牛看李保国气色不好又劝不

动ꎬ 就说了句狠话ꎬ “李老师你不听话ꎬ 不想

要命了!” 郭素萍听了ꎬ 在一旁掉起了眼泪ꎬ
李保国却说ꎬ “双牛你不是不知道ꎬ 那么多农

民在等着我ꎬ 我脱不开身”
不了解他病情的人ꎬ 在基地里看到李保

国ꎬ 只见他爬沟过坎ꎬ 大步流星ꎻ 讲课示范ꎬ
精神百倍ꎮ 只有他身边的人知道ꎬ 他这时连拎

一桶雪碧都嫌重ꎬ 回家上四楼的力气都没

有
“活着干ꎬ 死了算”ꎬ 这是李保国常说的

话ꎮ 郭素萍说ꎬ 现在想来ꎬ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

的身体状况ꎬ 就是因为知道ꎬ 他才更拼命ꎻ 他

是怕时间不够留下遗憾ꎮ

“李教授穿着这件羽绒服ꎬ
有 １０ 多年了”

　 　 稀疏的头发、 黝黑的肤色、 憨厚的长相、
朴素的衣着ꎮ 照片上的李保国ꎬ “混” 在农民

堆里ꎬ 全无一点大学教授的模样ꎮ 除了去人民

大会堂开会等极少数特殊场合外ꎬ 李保国很少

有刮了胡子、 西装革履的照片ꎮ
葫芦峪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

涛对第一次见到李保国的情形记忆犹新: 那是

２００９ 年二三月间ꎬ 一个 “司机” 载着四个农民

来到公司ꎮ 他左看右看ꎬ 觉得只有农民中的一

个高个子有点像大学老师ꎬ 结果过去一问ꎬ 还

不是ꎮ 最后ꎬ “司机” 下车了ꎬ 过来打招呼ꎬ
说他是李保国ꎮ 原来ꎬ 这四个农民是听完李保

国的培训课后ꎬ 想请他去自己的园子里看

看李保国就顺路把他们捎过来了ꎮ
５ 月 ２０ 日ꎬ 记者在临城绿岭公司看见李保

国遗留的一件羽绒服和两双旅游鞋ꎮ 那件蓝色

羽绒服已被洗得发灰ꎬ 两只袖口露出了白色松

紧带ꎬ 右边袖子上有两处缝补过的针脚ꎬ 后背

还沾着一小块没来得及洗的黄泥巴ꎻ 旅游鞋看

不出什么品牌ꎬ 两只鞋底后跟的外侧ꎬ 被磨得

很薄ꎬ 鞋面也有多处裂开的小口子ꎮ “１９９９ 年

与他见面时ꎬ 就见李教授穿着这件羽绒服ꎬ 有

１０ 多年了ꎮ” 绿岭公司董事长高胜福说ꎮ
比农民还农民ꎬ 很多人都这样评价李保

国ꎮ “有人说他不会讲究ꎬ 开始我也这么认为ꎬ
后来才知道ꎬ 那是不了解他ꎮ” 内丘县岗底村

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说ꎬ 一次他见李保国的衣服

又被剐了口子ꎬ 就想给他买件新衣服ꎮ 李保国

却说ꎬ 你省点心吧ꎬ 西装革履ꎬ 怎么和农民坐

一条板凳ꎬ 咋进果园教技术? 原来ꎬ 让自己变

得更像农民ꎬ 是李保国有意的追求ꎮ
为了与农民更亲近ꎬ 除了衣着ꎬ 李保国讲

话也力求 “土气”ꎮ 他给学生讲课ꎬ 会用专业

术语ꎻ 给农民讲课ꎬ 却通俗易懂ꎮ 比如ꎬ 他将

疏果比作计划生育ꎬ “一根枝条只能结 ２ 斤ꎬ
你非要它结 １０ 斤 ２０ 斤ꎬ 就跟养一个孩子和养

１０ 个孩子的区别一样ꎬ 肯定累死了ꎮ” 岗底村

有个农民ꎬ 跟着别的技术员学套袋ꎬ 学了 ３ 天

也没学会ꎬ 跟着李保国ꎬ 很快就会了ꎮ
他像农民一样ꎬ 爱树如命ꎬ 容不得树受一

点委屈ꎮ “上树剪枝ꎬ 他不允许穿硬底鞋ꎬ 怕

把树皮蹭破了ꎮ” 高胜福告诉记者ꎮ

“在果树管理上ꎬ 必须听我的”

在一次疏花疏果的培训课上ꎬ 李保国与邢

台前南峪村党委农业支部书记王晓棠发生了争

执ꎮ 面对王晓棠 “只要果子结得稠ꎬ 就能卖成

钱ꎬ 把果儿拧掉太可惜了” 的执拗ꎬ 李保国发

了火ꎬ 他拿起笤帚说: “在果树管理上ꎬ 必须

听我的ꎬ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在岗底ꎬ 村民们给李保国起了个外号 “杠

头儿”ꎬ 意思是ꎬ 他在传授技术过程中ꎬ 对农

民 “死盯、 盯死”ꎬ 杠劲儿十足ꎮ
葫芦峪公司技术部负责人聂建英说ꎬ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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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ꎬ 有工人在给苹果树拉枝时ꎬ 侧枝下垂 ４５
度不到位ꎬ 被来检查的李保国发现ꎻ 他当场发

了火ꎬ 要求他们马上返工ꎮ
这样不给人留情面的事情ꎬ 在李保国身上

数不胜数ꎮ 对 果 农 如 此ꎬ 对 同 事、 学 生 也

如此ꎮ
河北农大有一位年轻教师ꎬ 在本校读在职

博士ꎮ 论文开题时ꎬ 认为都是同事ꎬ 不会太为

难ꎮ 没想到ꎬ 听了他的开题内容介绍后ꎬ 李保

国很不客气地指出了很多问题ꎬ 但同时也提出

了怎么改的详细建议ꎮ 事后ꎬ 这位老师很感

激他ꎮ
学生里有很多曾被他训哭ꎬ 也大都怵他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的一天ꎬ 他让学生陈利英马上赶到

一片受旱严重的核桃地ꎬ 让她对土壤、 叶片、
果实取样ꎬ 测定含水量ꎬ 并观察浇水后的变

化ꎮ 陈利英把测得的数据随手记在一张纸上ꎬ
后来有事耽搁了几天ꎬ 等想起来时ꎬ 那张纸却

找不到了ꎮ 李保国知道后ꎬ 把她狠狠地训了一

通ꎮ 陈利英说ꎬ 当时特别不理解ꎬ 后来懂得了

他的良苦用心ꎬ “他觉得太可惜ꎬ 大旱不是每

年都有ꎬ 错过了这次实验机会ꎬ 不知道又要再

等多少年”
面对官员ꎬ 李保国也一如既往保持率真性

情ꎮ 河北农大林学院党委书记卢振启记得ꎬ
２０００ 年院里组织博士团去一个县做技术指导ꎬ
李保国名气大ꎬ 当地主要领导请他吃饭ꎬ 结果

他说ꎬ “今天的饭就半小时ꎬ 超过半小时ꎬ 我

就走人ꎮ”

“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在岗底村的展示厅里ꎬ 有一张李保国拿着

话筒唱歌的照片ꎮ 村委会主任杨沣军介绍说ꎬ
这是村里的联欢会上ꎬ 村民们邀请李保国表演

个节目ꎬ 他就唱了一首 «流浪歌»ꎮ 唱着唱着ꎬ
李保国流泪了ꎬ 也许他是想到了自己多年的生

活状态ꎬ 就像是在长年流浪ꎮ

在刘海涛的脑海里ꎬ 印象最深的场景ꎬ 莫

过于李保国在给村民们做技术培训时ꎬ 妻子郭

素萍时常拿着药ꎬ 笑嘻嘻地站在一旁ꎬ 柔声提

醒他该吃药了ꎮ 而多数时候ꎬ 李保国会不耐烦

地回一句: “看不见正忙着呢ꎬ 过会儿再说ꎮ”
儿子李东奇ꎬ 从 １ 岁多就被父母带进山ꎬ

直到快上小学才回城ꎮ 因为父母进行的是小流

域综合治理研究ꎬ 所以他被人叫作 “小流域”ꎮ
八九岁起ꎬ 他就经常一个人在家ꎬ 做饭洗衣

服ꎬ “啥都学会了”ꎮ 因为父母太忙ꎬ 疏于管

理ꎬ 东奇的学习成绩从初二下学期开始严重下

滑ꎬ 高考也很不理想ꎬ 上了一个成教专科ꎮ 好

在工作后的东奇挺争气ꎬ 自考了本科ꎬ 还完成

了在职研究生的学习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李保国被评为 “燕赵楷模”ꎬ 在

发布厅录制现场ꎬ 他对主持人说ꎬ 这辈子最愧

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也是在这个场合ꎬ 在夫妻俩与其他人合影

的一张照片上ꎬ 记者看到ꎬ 两人手牵着手ꎬ 非

常温馨ꎮ 去年ꎬ 李保国在岗底村第一次、 也是

最后一次给郭素萍过了生日ꎮ “那天晚上ꎬ 我

们几个人喝了点红酒ꎬ 保国兴奋地谈起我们大

学时代美好的爱情时光ꎬ 还学着年轻人的样

子ꎬ 把蛋糕上的奶油抹到我的脸上ꎮ” 郭素萍

幸福地回忆道ꎮ
在农大校园里ꎬ 老师们看到ꎬ 以前很少出

来散步的李保国ꎬ 偶尔也会乐呵呵地抱着小孙

子转悠ꎮ 此时的他ꎬ 完全就是一位慈祥的

爷爷ꎮ
也许ꎬ 已近花甲之年的李保国ꎬ 开始意识

到要补偿多年来对家人缺失的柔情ꎮ 只可惜ꎬ
病魔没有给他更多时间ꎮ 不知道这对李保国而

言ꎬ 是不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６ 月 １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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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少华团队” 倾情救治细菌战受害者
用爱抚平痛苦和创伤

在浙江省衢州市ꎬ 有一支由柯城区人民医

院 １２ 位医护人员自愿组成的 “万少华团队”ꎬ
近 ７ 年里ꎬ 他们利用节假日义务上门救治、 帮

助当地的细菌战受害老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衢州市柯城区率先试点为细菌战

受害者提供免费的医疗救助ꎮ 从那时起ꎬ “万
少华团队” 开始走近这一特殊群体ꎮ 经反复调

查确认ꎬ 当地患俗称 “烂脚病”、 双脚受炭疽

病菌感染溃疡的老人ꎬ 共有 ３９ 名ꎮ
近 ７ 年来ꎬ 累计 ２０００ 多人次的上门医治换

药ꎬ ２２００ 多人次发放药品、 电话随访ꎬ “万少

华团队” 为每位 “烂脚病” 老人都建起详细的

病历档案和 “一人一方案” 的救治办法ꎮ
万少华医生有点遗憾ꎬ 救治开展之初ꎬ 还

没有意识到要保留完整的原始资料ꎬ 病例归档

整理也不规范ꎮ 好在这么多年下来ꎬ “万少华

团队” 的医护人员对每一位 “烂脚病” 老人的

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ꎮ
比如ꎬ 当年有许多资料照片ꎬ 只拍下了老

人腿上血肉模糊、 腐烂流脓的伤口创面ꎬ 却忘

了拍下老人全身ꎬ 也没标注老人姓名ꎬ 很难

“对上号”ꎮ 而万少华他们一看就能分辨出是哪

位老人的伤口ꎮ
一份份留有惊心动魄记忆、 感人细节点滴

的细菌战受害者特殊病历档案ꎬ 就留存在了医

护人员心中ꎮ
沟溪乡碗窑村的 “烂脚病” 老人巫双良ꎬ

从 １９４２ 年开始受病痛折磨整整 ７３ 年ꎮ 因为烂

脚、 贫困ꎬ 巫双良至今单身ꎬ 靠政府发放的低

保金生活ꎬ 住在敬老院ꎮ “天上怎么可能掉馅

饼呢? 你们肯定是骗子!” ２００９ 年ꎬ 万少华他

们上门为巫双良老人治疗ꎬ 老人从桌上抄起东

西就直接甩向万少华ꎬ 喊着让他们出去ꎮ 几番

周折、 耐心解释后ꎬ 巫双良终于迟疑着将溃烂

的左腿伸向万少华ꎮ
几次上门换药、 清理后ꎬ 老人原本溃烂的

左腿有几处创面开始结痂好转ꎮ 原本孤僻的老

人ꎬ 也终于对万少华露出了笑容ꎮ “从最初的

拒绝、 不欢迎ꎬ 到之后的信任ꎬ 把我们当自家

人ꎬ 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来找我们看着他

们的烂腿渐渐好转ꎬ 我身为医生很有成就感ꎮ”
万少华说ꎮ

九华乡上宅村的孤寡老人郑土宣ꎬ 给 “８５
后” 的外科医师柴腾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ꎮ 当

时ꎬ 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柴腾蛟报名参加了

“万少华团队”ꎬ 头一次跟着其他医师下乡ꎬ 看

见郑土宣老人双腿那一大片腐烂ꎬ 边上爬满蚂

蚁ꎬ 血水、 脓水一滴滴往地上渗ꎬ 散发出的恶

臭让人直犯恶心ꎬ 柴腾蛟眼眶一下红了ꎬ 忍住

泪为老人清洗双腿、 去除腐肉ꎮ 此后一年多ꎬ
柴腾蛟每个月都去为老人上药、 包扎ꎬ 直到老

人去世ꎮ
柴腾蛟说: “医院工作很忙ꎬ 每周一两天

休息都保证不了ꎬ 看着几位前辈不怕脏不怕

累ꎬ 把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都奉献给了 ‘烂脚

病’ 患者ꎮ 我想ꎬ 能为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就好ꎮ”
有硕士学位的 ＩＣＵ 医生丰青龙ꎬ 管患 “烂

脚病” 的朱土文老人叫奶奶ꎮ 朱奶奶心中ꎬ 更

是将丰青龙当作自己的 “依靠”ꎮ 有一次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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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 １０ 点多ꎬ 老人上厕所摔破了头ꎬ 边上只有

老伴一人ꎮ 情急之下ꎬ 他们找出丰青龙的名片

拨通电话求救ꎮ 丰青龙赶紧从家中出发ꎬ 安排

救护车出诊ꎬ 将两位老人接到医院治疗ꎮ 那段

时间ꎬ 其他医生还以为丰青龙有亲戚住院ꎬ 老

往外科病区跑ꎮ 后来才知道ꎬ 丰青龙是来看朱

土文老人ꎬ 为老人脚上的伤口换药ꎮ 而丰青龙

只是说: “之前我跟踪治疗比较多ꎬ 所以来医

院后自然也是我帮奶奶换药ꎮ”
“和老人在一起的时候ꎬ 常常看到他们流

泪ꎮ 老人的泪水掉在地上ꎬ 也点点滴滴落在我

们心里ꎮ” 在医院 ＩＣＵ 当护士长的徐丽芳有这

样的感慨: “很奇怪ꎬ 那一刻ꎬ 什么脏、 什么

臭ꎬ 都没有了ꎮ”
当地媒体发布了介绍 “万少华团队” 事迹

的报道后ꎬ 不少网友为他们喝彩 “点赞”ꎮ 有

网友这样评论: “一个朝气蓬勃的医院、 一支

富有爱心的医护团队ꎬ 七年如一日精心医护一

群饱受日军细菌战伤害的百姓ꎬ 用平凡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叫医者仁心、 什么叫救死扶伤、
什么叫人道主义精神ꎮ 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最好的纪念ꎬ 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好

控诉ꎮ”
当被问及 “万少华团队” 为什么有这样的

执着与坚持ꎬ 万少华医生沉吟了一下ꎬ 他说

“回想走村串户上门救助的日日夜夜ꎬ 我的心

每时每刻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ꎬ 他们的痛

苦和创伤ꎬ 需要我们用 ‘爱’ 去抚平ꎮ”
万少华说ꎬ 医疗手段的进步和突破ꎬ 给老

人们带去更多希望ꎮ

(选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人民日报»)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李守江和骆抗先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李守江和骆抗先的先进事迹ꎮ
李守江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新疆罗布泊钾

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ꎮ 他 １６ 年坚守在

茫茫戈壁ꎬ 带领 “国投罗钾人” 克服种种难以

想象的困难ꎬ 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硫酸钾肥生产

基地ꎬ 创造了 “罗钾速度” 和 “罗钾质量”ꎬ
在 “死亡之海” 谱写了辉煌篇章ꎮ

骆抗先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从医 ６２ 年来ꎬ
他始终坚持医德为先、 患者至上ꎬ 先后救治数

十万乙肝患者ꎬ 率先提出 “无症状慢性活动性

肝炎” 理论ꎬ 为我国乙型肝炎防治工作作出突

出贡献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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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生命禁区 “宝藏” 之门
———记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李守江

没有淡水、 没有草木ꎬ 平均年降水量仅 ３９
毫米ꎬ 蒸发量却超过 ４８００ 毫米ꎬ 每年 ７ 级以上

大风多达 ２００ 多天提到罗布泊ꎬ 人们脑海

中会浮现出一望无垠的泛白盐壳的景象ꎮ
如今ꎬ 从新疆哈密市出发ꎬ 驱车 ４００ 公里ꎬ

来到罗布泊腹地———罗中ꎬ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

座座高层建筑、 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厂房和采盐

船ꎬ 以及一条条采卤渠ꎮ
“这是我们全体职工献身盐湖、 艰苦奋斗

创造的人间奇迹!”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公司

党委书记、 总经理李守江说ꎮ
１９８７ 年ꎬ 李守江大学毕业ꎬ 没有选择留在

城市ꎬ 而是来到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工程公司成

为一名普通的选矿助理工程师ꎮ 两年后ꎬ 他来

到新疆布伦口铜矿ꎬ 成为选矿车间的一名技

术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地质工作者在罗布泊

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硫酸盐型含钾卤水矿床ꎮ
听到这个消息ꎬ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资源开

发的选矿人来说感到非常兴奋ꎬ 觉得这是一次

干一番事业、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好机会ꎮ”
忆及当时的情景ꎬ 李守江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

兴奋ꎮ
硫酸钾是化肥的重要品种ꎬ 对保障我国粮

食安全有着重要作用ꎮ 当时ꎬ 中国钾矿资源严

重匮乏ꎬ ７０％以上的钾肥要依靠进口ꎮ 罗布泊

已查明的钾资源量占全国总量的 ３０％左右ꎬ 它

的发现与开发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钾肥严重依

赖进口的现状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李守江与一群年龄和

经历各不相同的创业者ꎬ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

聚在罗布泊ꎬ 开始了罗布泊钾盐开发的历程ꎬ
用生命与激情唤醒了沉寂多年的 “死亡之海”ꎬ
叩开了罗布泊的 “宝藏” 之门ꎮ

“我至今还记得刚来罗布泊的感觉ꎬ 没有

一丝生命的迹象ꎮ” 李守江说ꎮ 罗布泊极度干

旱ꎬ 湿度几乎为零ꎻ 夏天极热ꎬ 地表温度六七

十摄氏度ꎻ 沙尘暴是 “家常便饭”ꎬ 勉强扎起

的帐篷透风漏沙ꎬ 吃一口馍馍就一口沙ꎻ 地理

位置极度偏远ꎬ 放眼望去ꎬ 只有漫无边际的盐

壳ꎮ 为了相互鼓励坚守岗位ꎬ ２０００ 年国庆节期

间ꎬ 员工们自发绣了一面红旗ꎬ 上书 “学昔日

大庆精神ꎬ 创今朝罗钾辉煌”ꎮ
罗布泊盐湖卤水化学组成与世界上其他盐

湖差异很大ꎬ 没有任何成熟的技术可供借鉴ꎬ
加之自然环境恶劣ꎬ 基础设施空白ꎬ 可谓 “难
上加难”ꎮ “我们当时请了德国知名的钾肥专家

来指导ꎬ 他了解情况后却直摇头ꎮ” 李守江对

这位洋专家的论断记忆犹新ꎬ “他说这里根本

没法直接生产硫酸钾ꎬ 必须从外面买来氯化钾

才能生产硫酸钾ꎮ”
从外面买氯化钾生产硫酸钾ꎬ 那项目还有

什么意义? 李守江和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

如何根据罗布泊盐湖资源的特点ꎬ 开发出一套

适合罗布泊资源特点的工艺技术ꎮ “我们最终

采用四级盐田工艺ꎬ 从罗布泊地下 １００ 米的卤

水中获得不含游离酸、 世界上不可多得的无氯

优质钾肥ꎬ 生产每吨硫酸钾的用水量仅为传统

工艺的 １ / ３ꎮ” 李守江介绍ꎬ 经过 １ 年多反复试

验攻关ꎬ 科研人员在没有路、 没有淡水、 没有

电的情况下ꎬ 索性住在地窝子里ꎬ 硬是成功攻

８１６



典型宣传

克了用微咸水代替淡水生产优质硫酸钾的关键

技术ꎮ 这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

获得了 ２００４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ꎬ 第一袋 “罗布泊” 牌硫酸钾产品

问世ꎮ
截至目前ꎬ 国投罗钾公司累计生产硫酸钾

９０９ 万吨ꎬ 累计销售硫酸钾 ９０４ 万吨ꎬ 占国内

钾肥市场 ４５％ꎮ 中国钾肥自给率也从 １６ 年前

的 ３０％提高到了 ５０％ꎮ 这些年ꎬ 企业累计缴纳

税费 ６０ 多亿元ꎻ 项目所在的若羌县一举从全国

贫困县跃为人均收入在全国居前ꎻ 为社会提供

４０００ 多个就业岗位ꎬ 新疆籍员工占到了 ９０％以

上ꎬ 同时项目还带动了当地相关行业的发展ꎬ
间接提供了上万个工作岗位ꎮ 罗布泊钾盐开发

已成为新疆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ꎮ
展望未来ꎬ 李守江说: “我们的使命是要

把 ‘罗布泊’ 牌钾肥从 ‘罗钾’ 变成 ‘中国

钾’ꎬ 最终变成 ‘世界钾’ꎬ 真正将罗钾打造为

世界级的硫酸钾航母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人民日报» )

患者至上　 肝胆相照
———记南方医科大学传染病学专家骆抗先

他是我国乙肝治疗领域的泰斗级人物ꎬ 从

医 ６２ 年救治数十万患者ꎻ 他 ７５ 岁高龄开博客ꎬ
给千万患者解疑释惑ꎬ 位居新浪博客健康总流

量榜第十七名ꎮ 这位被网友和患者亲切地称为

“骆老” 的老先生ꎬ 就是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

专家ꎬ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一级教授、 博士

生导师骆抗先ꎮ

为病人省时省钱的 “骆爷爷”

每天天不亮ꎬ 骆抗先就早早起床ꎬ 开始读

文献、 写博客ꎮ 在书房伏案工作到清晨ꎬ 便打

着手电筒出门上班ꎮ “您这么早就来了?” 有患

者七点就来到诊室等候ꎮ 没想到他却道歉说:
“医生是为患者服务的ꎬ 应该比你们来得更早

才对啊!” 慕名找骆抗先看病的患者来自全国

各地ꎮ 为了不让患者白跑一趟ꎬ 骆抗先不仅早

到还晚走ꎬ 每次等看完全部挂号病人ꎬ 常常已

经是下午一两点钟了ꎮ
有一次临近下班时ꎬ 骆抗先无意间看到一

对夫妇在诊室门口徘徊ꎮ 原来他们来晚了ꎬ 没

挂上号ꎬ 又估计骆抗先要下班了ꎬ 就没敢进

来ꎮ 骆老看到后ꎬ 就把他们叫进来ꎬ 当即开始

诊治ꎮ 他说: “你们要是今天看不上ꎬ 又得花

冤枉钱ꎬ 说不定还延误病情ꎮ” 一席话说得夫

妇俩热泪盈眶ꎮ 护士长告诉记者ꎬ 每天上班早

到 １ 小时、 晚走 １ 小时ꎬ 这是骆抗先几十年工

作形成的习惯ꎮ 如果按照每周 ３ 次门诊计算ꎬ
６２ 年里他比别人多工作近 ２ 万个小时ꎬ 多诊治

病人 １０ 多万人次ꎮ
为了给病人省钱ꎬ 骆抗先是出了名的 “精

抠细算”ꎮ 对家境贫寒的患者ꎬ 他会告知复诊

时不要挂专家号ꎬ 普通号就行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住院部来了一位产后急性黄疸病人ꎬ 骆抗先发

现病人因为欠费用不上药ꎬ 当场就拿出了身上

所有的钱ꎻ 其他医生也被他的爱心感动ꎬ 纷纷

解囊相助ꎮ
多年来ꎬ 骆抗先每看完一个病人ꎬ 都会起

身将病人送出诊室ꎬ 然后在诊室门口招呼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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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病人ꎮ “我这样做ꎬ 一来可以活动一下身子ꎬ
二来体现对患者的尊重ꎬ 平复一下大家等待时

焦急的情绪ꎮ” 骆抗先说ꎮ
骆老的仁心大爱赢得了患者们的尊重ꎮ 他

的候诊区总是秩序最好的ꎮ 看到骆教授不能按

时下班ꎬ 总会有一些患者悄悄地为他送上一瓶

矿泉水、 一个苹果、 一份盒饭

造福千万患者的 “网红专家”

作为我国乙肝治疗领域的 “领军” 人物ꎬ
骆抗先撰写的 １２５ 万字专著 «乙型肝炎基础与

临床» 是专科医生们的 “红宝书” 和 “乙肝字

典”ꎬ 但普通病人却看不太懂ꎮ 一位患者向他

建议: “您一天门诊只能看几十个号ꎬ 如果能

够利用网络开博客ꎬ 就能帮助到更多病人ꎮ”
骆抗先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没学过拼

音、 不会打字ꎬ 就向学生求助ꎬ 从零开始学习

电脑操作ꎮ 在 ７５ 岁高龄时ꎬ 骆老开通了 “骆
抗先的乙肝频道” 博客ꎮ 年纪大了ꎬ 骆抗先白

内障越发严重ꎬ 却坚持每天 “钉” 在电脑前ꎬ
一干就是几小时ꎮ

大多数肝炎病属于慢性疾病ꎬ 病程往往持

续几年、 十几年ꎬ 甚至一辈子ꎮ 在骆抗先看

来ꎬ 比看门诊更重要的是教会病人如何早期发

现、 预防、 饮食、 保养、 服药ꎬ 避免使用肝毒

性的药物等ꎮ 为了不误导患者ꎬ 骆抗先每写好

一篇博文ꎬ 都要先 “放一放”ꎬ 确定观点无误、
文字准确易懂才正式发布ꎬ 就这样每周更新文

章ꎬ 坚持了 １０ 年ꎮ
想到一些患者无法接触网络ꎬ 骆老还曾 ３

次将博客文章结集成书出版ꎬ 并自费以科室的

名义买下 １０００ 本书ꎬ 寄往全国的偏远地区ꎬ 希

望让无法上网、 没钱看病的农村患者也能了解

相关知识ꎮ
骆抗先常说: “我是一名医生ꎬ 也是一名

党员ꎬ 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ꎬ 我要把剩下的生

命都留给病人ꎮ”

勇摘 “乙肝大国” 帽子的科研带头人

中国约有 １０％的慢性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

者ꎬ 广东省比例更高达 １５％—２０％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骆抗先率先响应国家的号召ꎬ 誓要摘

掉 “乙肝大国” 的帽子ꎬ 投入病毒性肝炎研

究ꎬ 一手创办了医院的肝炎基础实验室ꎮ
何海棠 １９８８ 年刚到骆抗先的肝炎基础实验

室工作时ꎬ 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到不可思议:
“条件太简陋了ꎬ 就几个瓶瓶罐罐ꎬ 连实验台

都看不到ꎬ 骆老就在卫生间的台面上标记同位

素ꎮ” 历经 ２０ 多年的努力ꎬ 现在实验室已经是

广东省和全军重点实验室ꎬ 骆抗先带领团队ꎬ
填补了许多研究上的空白ꎮ

１９９６ 年年底ꎬ 某军事学校 ７００ 多名学生转

氨酶不明原因的增高ꎬ 疫情面达 ６１％ꎮ 总后勤

部卫生防疫部门马上责成第一军医大学 (南方

医科大学前身) 派专家去现场调研和协助防治

工作ꎮ
身为全军传染病专业组组长的骆抗先到达

疫区后便一头扎进调研中ꎮ 新年的钟声敲响时ꎬ
他还在一点一点地收集病人大便和血清标本ꎮ
回到广州ꎬ 骆抗先与专题攻关小组通过一年多

严谨的动物实验和分子病毒学实验ꎬ 经历无数

次失败ꎬ 终于鉴定出一种新的病毒基因组成段ꎮ
这是继甲型和戊型肝炎后发现的世界上第三种

经胃肠传播的肝炎病毒ꎬ 这一重大发现ꎬ 为人类

探知新病毒所致的肝炎写下重重一笔ꎮ
除此以外ꎬ 骆抗先还是国内最早将分子生

物技术引入乙肝研究的专家ꎬ 发现了中国乙型

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阴性感染者的病毒变异ꎬ 并

在国内率先进行了病毒性肝炎细胞凋亡的发病

学意义研究ꎮ 他提出的 “无症状慢性活动性肝

炎” 新论点ꎬ 更为乙肝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依据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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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张超和张楠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张超和张楠的先进事迹ꎮ
张超生前是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

飞行员ꎮ 入伍 １２ 年来ꎬ 他始终怀揣 “强军

梦” “飞行梦” “舰载梦”ꎬ 精飞苦练不停歇ꎬ
履职尽责不懈怠ꎬ 超越自我不止步ꎬ 多次参

加重大演习演练和军事行动ꎬ 磨砺成长为优

秀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在

执行任务中ꎬ 他不幸以身殉职ꎬ 年仅 ２９ 岁ꎬ
被批准为革命烈士ꎮ

张楠生前是武警山东省总队临沂市支队

直属大队一中队班长ꎮ 他自觉接受沂蒙精神

滋养熏陶ꎬ 始终恪守 “当兵就要当好兵” 的

铮铮誓言ꎬ 时刻以冲锋的姿态顽强拼搏、 积

极进取ꎬ 先后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在担负我驻索马里大使馆安全警卫任

务中ꎬ 他遭遇恐怖袭击壮烈牺牲ꎬ 被批准为

革命烈士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 日 «人民日报»)

化作海天一 “飞鲨”
———追记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烈士

苍茫海空ꎬ 辽宁舰劈波斩浪ꎬ 一架架 “飞
鲨” 战机陆续临空、 绕舰、 着舰ꎮ 这意味着ꎬ
新一批中国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将诞生!

然而ꎬ 本已做好充足准备、 具有绝对实力

的一位 “飞鲨” 英雄缺席了ꎮ 他叫张超ꎬ 海军

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张超在驾驶舰载战斗

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接地时ꎬ 战机突发电传故

障ꎬ 危急关头ꎬ 他果断处置ꎬ 尽最大努力保住

战机ꎬ 推杆无效、 被迫跳伞ꎬ 坠地受重伤ꎬ 经

抢救无效壮烈牺牲ꎮ
张超是为我国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的第一

位英烈ꎮ 在壮阔海天绚烂绽放的生命之花ꎬ 永

远定格在了 ２９ 岁的青春ꎮ

生命最后的 ４ ４ 秒ꎬ
折射其一生的报国梦想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２ 时 ５９ 分ꎬ 连续完成两架次海

上超低空飞行后的张超ꎬ 驾驶战机执行当天最

后一个架次飞行任务ꎮ 当他近乎完美地操纵飞

机精准着陆时ꎬ 飞行教员已经开始在心里点

赞ꎬ 这意味着他们又顺利完成一天的飞行

任务ꎮ
然而ꎬ 谁也没料到ꎬ 已经接地的飞机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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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传故障”ꎮ 电传故障ꎬ 是歼—１５ 飞机最高等

级的故障ꎬ 一旦发生ꎬ 意味着飞机失去控制ꎮ
不到两秒钟ꎬ 机头急速大幅上仰ꎬ 飞机瞬间离

地ꎬ 机头超过 ８０ 度仰角ꎮ 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

来ꎮ “跳伞! 跳伞!” 飞行指挥员对着无线电大

喊ꎮ 几乎同时ꎬ 火箭弹射座椅穿破座舱盖ꎬ
“呯” 的一声射向空中

正在塔台商议第二天飞行计划的舰载航空

兵部队长戴明盟、 时任团长张叶马上往外冲ꎬ
朝张超落地的方向狂奔ꎮ 由于弹射高度太低ꎬ
角度不好ꎬ 主伞无法打开ꎬ 座椅也没有分离ꎬ
从空中重重落下ꎬ 在草地上砸出一道深深的痕

迹ꎮ 此时的张超脸色发青ꎬ 嘴角有血迹ꎬ 表情

十分痛苦ꎮ 救护人员赶到了ꎬ 张超被紧急送往

医院ꎮ
２０ 多分钟的路程ꎬ 张叶从未觉得如此漫

长ꎮ “团长ꎬ 我是不是要死了ꎬ 再也飞不了

了” 张叶没想到ꎬ 这句话竟成了张超最后

的告别ꎮ １５ 时 ０８ 分ꎬ 一颗年轻的心脏永远停

止了跳动ꎮ 彩超检查显示ꎬ 在巨大的撞击中ꎬ
腹腔内脏击穿张超的胸膈肌ꎬ 全部挤进了胸

腔ꎬ 心脏、 肝脏、 脾、 肺严重受损ꎮ
“战机在张超的心里ꎬ 比生命更重要!” 现

场视频和飞参数据清楚地显示ꎬ 在飞机出现大

仰角时ꎬ 张超做出的第一反应竟是把操纵杆推

到头ꎬ 他想保住飞机ꎬ 却错过了最佳跳伞时

机ꎮ “从 １２ 时 ５９ 分 １１ ６ 秒发现故障到 ５９ 分 １６
秒跳伞ꎬ 整个过程仅用了 ４ ４ 秒ꎬ 张超娴熟地

完成了一系列动作ꎬ 堪称优秀的战机飞行员ꎮ”
戴明盟说ꎬ 张超肯定知道ꎬ 歼—１５ 飞机系统高

度集成ꎬ 发生电传故障ꎬ 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

佳选择ꎮ 生死关头ꎬ 张超却做出了一个 “最不

应该” 的选择
张超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出生在湖南岳阳的一个农

民家庭ꎮ 大家庭里有 １０ 多名党员ꎬ 大舅当过

２０ 年兵ꎬ 从小耳濡目染党的信念宗旨、 听舅舅

讲战斗故事ꎬ 他的胸膛里早就激荡着一股英雄

气ꎬ 从军报国的理想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ꎬ 空军到张超就读的岳阳七中

招飞行员ꎬ 张超欣喜若狂ꎮ 因其 ３ 个哥哥少年

时先后淹死、 病亡ꎬ 张超是家里的 “独苗”ꎬ
家人劝他 “别去当飞行员ꎬ 这职业太危险”ꎬ
但张超还是第一个报名应征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张

超顺利通过层层考核选拔ꎬ 成为当年全校唯一

的飞行学员ꎮ
进入航校后ꎬ 张超不知疲倦地学习、 训

练ꎮ 两年下来ꎬ 理论功课门门优秀ꎬ 训练成绩

项项满分ꎮ 航校毕业时ꎬ 学校提出留他任教ꎬ
他坚决要去作战部队ꎬ 要去 “海空卫士” 王伟

生前所在的海军航空兵某团ꎮ
他在日记中写道: “飞行不仅是勇敢者的

事业ꎬ 更是我的使命所系、 价值所在!”

从零追赶ꎬ 敢做不畏挑战的 “飞鲨” 英雄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万众瞩目中ꎬ 首飞试

飞员戴明盟驾着战鹰成功实现了中国舰载机在

自己的航母上成功起降ꎮ 从这一刻开始ꎬ 张超

梦想深处再次荡起涟漪ꎮ
随着航母事业的发展ꎬ 要在三代机部队遴

选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消息ꎬ 搅乱了张超平静

的心ꎮ 一个崭新的 “舰载梦” 在张超心底萌生

了ꎮ “要干就干最难的ꎬ 要飞就飞舰载机!” 张

超第一个递交了申请表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张超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入

舰载机部队ꎬ 正式投身舰载飞行事业ꎬ 成为中

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ꎮ
此前的张超是部队公认的飞行尖子ꎬ 先后

飞过多型战机ꎬ 参加过西沙驻训等 １０ 多次重大

演习演练ꎮ 曾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ꎬ 次次都出

色完成任务ꎮ 在某飞行团ꎬ 他改装二代机第一

个放单飞ꎬ 改装三代机比计划提前 ４ 个月完成ꎬ
和战友们一道创造了海军三代机改装多项新

纪录ꎮ
然而ꎬ 从陆基到舰基ꎬ 并不只是简简单单

的一字之差ꎬ 更意味着一切归零ꎮ
“有本事ꎬ 就是要素质过硬、 能打胜仗”ꎬ

这是张超挂在嘴边的一句话ꎮ 他是这么说的ꎬ
更是这么做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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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是海军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之

一ꎬ 而同班其他飞行员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培

训ꎮ 为了赶上进度ꎬ 张超用近乎疯狂的状态学

习钻研ꎬ 夜以继日逐项攻关ꎮ 他经常利用周末

和休息时间给自己加量ꎬ 把自己 “绑” 在模拟

器上训练ꎬ 就连睡觉室友都常听他念叨上舰飞

行口诀ꎬ 他的模拟器飞行时间超过大纲规定近

３ 倍ꎮ 对战机座舱内上百个飞行仪表和电门ꎬ
他能 “一摸准” “一口清”ꎬ 每次飞行几百个操

纵动作和程序记得丝毫不差ꎬ 近百个空中特情

处置方案倒背如流
陆基模拟着舰训练中期ꎬ 张超进入着舰技

术反复期ꎬ 技术状态时好时坏ꎬ 训练成绩徘徊

不前ꎮ 为突破技术瓶颈ꎬ 每飞完一个架次ꎬ 张

超都会不停地向教员请教自己飞行存在的问

题ꎻ 每个飞行日讲评ꎬ 他总是第一个请着舰指

挥官分析自己动作的偏差ꎬ 不搞懂弄通绝不

罢休ꎮ
张叶回忆说: “张超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ꎬ

平时很少外出ꎬ 都是在房间、 在模拟器上加班

补课ꎮ” 付出终有回报ꎬ 张超训练水平稳步提

升ꎬ 飞行技术日臻完美ꎬ 所有课目全部优等ꎬ
在班里训练综合成绩名列前茅ꎮ

既是一座精神丰碑ꎬ 更是一块前进路标

“他是为飞鲨而生ꎬ 为飞鲨而死的! 等上

舰的时候ꎬ 我要带着张超的徽章ꎬ 让他陪我们

一起见证ꎬ 成为真正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团参谋长徐英告诉记者ꎮ

遗体火化那天ꎬ 全团飞行员去殡仪馆送张

超最后一程ꎮ 看到张超仍然佩戴着二级飞行等

级标志ꎬ 其实他在今年 ３ 月就被评定为一级飞

行员ꎬ 因训练紧张还没来得及换发ꎮ 徐英摘下

自己的一级飞行员标志ꎬ 端端正正地戴在张超

胸前ꎮ 战友们把张超的二级飞行员标志珍藏起

来ꎬ 表示 “要戴着这枚胸标一起飞上航母ꎬ 完

成张超未尽的心愿”ꎮ
在战友眼里ꎬ 张超是一个完美主义者ꎮ 他

大胆地飞、 科学地飞、 安全地飞ꎬ 飞行技战术

水平跨越式提升ꎮ 训练之外ꎬ 他还善于总结ꎮ
张超把自己改装的经验体会写成论文发表在团

里 «尾钩» 舰载飞行杂志上ꎬ 为后续改装的舰

载机飞行员提供借鉴ꎬ 这期杂志也成为全团每

名飞行员的珍藏ꎮ
“诚实守纪ꎬ 是飞行员宝贵的品质ꎮ” 戴明

盟介绍说ꎬ 飞行讲评非常严苛ꎬ 都是直指问

题ꎬ 但有些问题如果飞行员自己不说ꎬ 别人未

必知道ꎮ 在一次驾驶教练机起飞后ꎬ 张超忘记

把起落手柄复原ꎮ 这个小失误ꎬ 短期内虽不会

造成直接严重后果ꎬ 但时间一长容易使电门失

效ꎬ 最终导致起落架放不下来等灾难性后果ꎮ
飞行讲评会上ꎬ 张超主动说出自己的错误ꎬ 虽

换来一顿严肃的批评ꎬ 但他觉得很值得ꎬ 警醒

了自己ꎬ 也提醒了其他人ꎮ
使命召唤、 时不我待ꎮ 距离驾驶 “飞鲨”

上舰的梦想越近ꎬ 张超浑身越有使不完的劲ꎮ
从 ４ 月初开始ꎬ 张超在紧张的飞行训练之余ꎬ
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整理经验、 收集资料、 编写

教范上ꎬ 只用了 ２０ 多天就整理出视频资料 ２００
余份、 心得体会 ２ 万余字ꎬ 丰富了舰载飞行的

“资料库”ꎮ
张超的电脑里ꎬ 保存着一份歼—１５ 飞机实

际使用武器的教学法ꎮ “今后ꎬ 每一个学习歼

—１５ 飞机武器使用的飞行员ꎬ 都会记住张超的

名字ꎮ” 副团长孙宝嵩表示ꎬ 这套教学法凝聚

着心血ꎬ 体现着担当ꎬ 弥足珍贵ꎬ 成了张超为

航母部队战斗力生成贡献的最后一分力量ꎮ
“张超既是一座精神丰碑ꎬ 更是一块前进

路标ꎮ 航母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ꎬ 未来考验

还很多、 要走的路还很长ꎬ 但我们一定会朝着

尽快形成航母战斗力的既定目标ꎬ 毫不动摇、
毫不畏惧ꎬ 勇于探索、 勇敢前行!” 戴明盟说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 渤海湾畔ꎬ 一架架歼—１５ 飞机

再次展翅海天间ꎮ
矢志舰载事业ꎬ 甘洒热血驰骋长空ꎻ 献身

碧海蓝天ꎬ 千秋浩气永垂英名ꎮ 魂归海天ꎬ 英

雄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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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飞就飞最好ꎬ 淬炼三代机的 “尖刀”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张超作为年轻飞行员ꎬ 成

为海军南航某团三代战机改装新员ꎮ 尽管是第

一次接触最新型国产三代战机ꎬ 但 “挑战最好

的飞机ꎬ 把最好的飞机飞得最好” 的信念时刻

激励着张超ꎬ 他一开始就朝着 “尖刀” 目标

进发ꎮ
为尽快熟悉新飞机操纵原理ꎬ 张超加班加

点ꎬ 一头钻进资料堆ꎬ 翻阅飞机资料ꎬ 把摘录

的数据、 符号记到小本子上ꎬ 走到哪儿背到哪

儿ꎬ 上百个开关、 电门、 设备一天坚持画五六

遍ꎮ 功夫不负有心人ꎬ 最终ꎬ 他把各组技术数

据、 座舱内 １００ 多个开关、 电门、 按键、 旋钮

烂熟于胸ꎬ 做到 “一问明” “一摸准”ꎮ
理论改装一结束ꎬ 紧接着是实际操作ꎮ 能

否完成飞行理论到飞行实践的顺利跨越ꎬ 决定

着能否拿到驾驭三代战机的 “资格证”ꎮ
张超改装某型战机时ꎬ 成为同批飞行员中

第一个放单飞的人ꎮ 然而ꎬ 面对新型战机的

“放飞” 环节ꎬ 张超仍旧一丝不苟ꎬ 他甚至比

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ꎮ
克服机械式仪表到数字式仪表的变化ꎬ 每

天在飞机模拟测试状态下ꎬ 判读上几十遍各类

仪表读数ꎬ 直至形成习惯ꎻ 适应飞机制动操作

更精细的要求ꎬ 把橡皮泥揉成团ꎬ 放在地上当

成刹车ꎬ 踩扁了再复原ꎬ 反复地练到要多厚就

能踩到多厚的程度ꎬ 练成了用脚刹车的精准动

作
努力没有白费ꎬ 张超提前 ４ 个月完成新机

改装ꎬ 他和战友们一道创造了该型三代战机改

装多项纪录ꎮ
双机纵队筋斗ꎬ 是某型战机特技飞行的高

难动作ꎬ 两机高度差不到 １０ 米ꎬ 纵队向上翻转

时ꎬ 对飞行员技术水平、 心理素质以及操纵精

准度有很高要求ꎬ 稍有差池可能导致两机相撞

或者后机进入前机尾流ꎬ 酿成重大事故ꎮ 这也

是一些外军飞行员用来炫耀飞行技术的 “招牌

动作”ꎮ

在飞这个充满压迫感和高风险的动作时ꎬ
张超出现了少有的迟疑ꎮ 教员卢朝辉看出了他

内心的胆怯ꎬ 及时给他鼓励、 为他示范ꎬ 打消

了他的顾虑ꎮ 张超主动要求来一个ꎬ 说完一拉

操纵杆ꎬ 和机长协同完成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双

机纵队筋斗特技ꎮ “飞得漂亮!” 落地后ꎬ 卢教

员冲张超竖起大拇指ꎮ
每个架次都在追求完美ꎬ 每次升空都是自

我超越ꎮ 每飞完一个架次ꎬ 张超都会毕恭毕敬

地向教员敬个礼ꎬ 然后追着教员不停问自己在

飞行中存在的问题ꎬ 聚精会神地聆听教员讲

解ꎬ 生怕漏过一句话ꎮ
在日记中ꎬ 张超这样写道: “英勇顽强是

血性ꎬ 不怕牺牲是血性ꎮ 对于舰载战斗机飞行

员来说ꎬ 面对未知敢于挑战ꎬ 遇到瓶颈勇于超

越ꎬ 也是血性ꎮ”

多次经历空中特情ꎬ
每次都直面生死、 果断应对

　 　 在并不太长的飞行生涯中ꎬ 张超多次经历

空中特情ꎬ 每次都直面生死考验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ꎬ 海南某机场ꎬ 某团跨昼

夜飞行训练正如火如荼地展开ꎮ 刚完成三代机

改装的新飞行员张超驾驶战机起飞不久ꎬ 便发

现液压指示不正常ꎬ 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ꎮ 液

压一旦失灵ꎬ 将造成飞机操纵失控ꎬ 后果不堪

设想ꎮ
此刻的张超ꎬ 异常冷静ꎬ 果断平稳转向

１８０ 度ꎬ 快速检查起落架收放装置ꎬ 干脆利落

地完成系列应急处置操作ꎮ 飞机随着液压的下

降越来越难操控ꎬ 在地面指挥引导下ꎬ 张超精

心操作ꎬ 最终驾机安全着陆ꎬ 避免了一起严重

飞行事故ꎮ
一次ꎬ 张超驾机执行战备巡逻ꎮ 战机突然

抖动剧烈ꎬ 左发动机骤然停车ꎮ 这是张超第一

次遭遇空中停车ꎮ 他沉着冷静ꎬ 迅速关闭左发

动机油门ꎬ 调整右发动机油量ꎬ 不断修正失去

平衡的战机ꎬ 调整飞行姿态ꎬ 成功驾驶故障战

机返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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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 ３ 月底ꎬ 由于任务需要ꎬ 上级指示

张超所在团派出战机转场某机场执行战备值班

任务ꎬ 得知此事的张超主动请缨ꎮ 机场陌生、
环境差异大、 海上气象复杂ꎬ 每一个对飞行员

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ꎮ 那天ꎬ 天高云淡ꎬ 他驾

机与编队奔袭一个多小时才飞抵ꎮ 对准跑道、
下降、 放起落架、 着陆、 放减速伞ꎬ 动作一气

呵成ꎬ 张超以完美的动作降落在距离短、 风向

变化快的海岛机场ꎮ
历经危险考验的洗礼ꎬ 张超不仅没有退

缩ꎬ 反而更激起了战胜艰险、 勇攀高峰的血性

斗志ꎮ 一次飞行时天气突变ꎬ 海天之间乌云翻

滚ꎬ 暴雨如注ꎬ 能见度瞬间降到不足百米ꎮ 当

时天上还有 ７ 架飞机ꎬ 张超就在其中ꎮ 而备降

机场天气也十分复杂ꎬ 更要命的是飞机油量所

剩无几ꎬ 塔台指挥员只能冒险让机群在本场迫

降ꎮ 危急关头谁当 “领头雁”? 团领导不约而

同地想到张超ꎮ
张超驾机准备第一个迫降ꎬ 为后续机群探

路ꎬ 为战友开辟生命通道ꎮ 他呼啸着冲出云

层ꎬ 迅速对准跑道ꎬ 又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成

功避开跑道积水侧滑险情ꎬ 飞驰的战机在积满

雨水的跑道上冲起数米高的水帘后ꎬ 稳稳停了

下来ꎮ
在他的示范引领下ꎬ 其余 ６ 架战机依次在

大雨中超气象强行着陆ꎮ

忠诚护卫海空ꎬ 彰显英雄的血性胆气

为什么能坦然面对生死? 张超靠的是对飞

行事业的热爱和对祖国的忠诚ꎮ “越是危险时

刻越能体现英雄本色ꎬ 越是面对强敌越能检验

使命担当ꎮ” 张超曾这样说过自己的英雄观ꎮ
在重大任务面前ꎬ 张超的血性胆气更是表

现得淋漓尽致ꎮ
在南海驻训和战备值班期间ꎬ 张超几乎是

天天与外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的

一天ꎬ 尖利的战斗警报响起ꎬ 一架外机抵近我

南海岛礁侦察ꎬ 上级命令驻训分队严密跟踪监

视ꎬ 驱离外机ꎮ 正在值班的张超与僚机闻令紧

急战斗起飞ꎬ 迅速抵达任务空域ꎮ 面对强敌的

肆意挑衅ꎬ 他斗智斗勇ꎬ 寸土不让ꎬ 始终令对

手占不到半点便宜ꎬ 直至将其成功驱离ꎮ 驻训

期间ꎬ 张超数十次这样带弹紧急起飞ꎬ 次次都

出色完成任务ꎮ
在一线部队时ꎬ 他几乎每年春节都是在紧

张的战备值班中度过ꎬ 就连结婚这样的人生大

事ꎬ 也只能利用战备值班间隙完成ꎮ 婚礼前一

天ꎬ 他才匆匆赶回家ꎮ 婚礼上ꎬ 他说的第一句

话是感谢正在一线战备值班的战友ꎬ 令全体亲

友为之动容ꎮ 蜜月过了不到一周ꎬ 他又急忙归

队重返战斗岗位ꎮ
一线部队的摔打与磨砺ꎬ 让张超在舰载机

上舰飞行的征途中不屈不挠、 愈挫愈勇ꎮ 他几

近完成了舰载机训练的所有飞行架次ꎬ 就在即

将迎来上舰飞行、 梦想成真的时刻ꎬ 奋进的人

生航迹却戛然而止ꎮ
砺胆海天ꎬ 彰显凛然血性ꎻ 海天呜咽ꎬ 泣

念 “飞鲨” 英雄!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 日、 ２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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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为祖国燃烧
———追记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队上士张楠

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队营区前ꎬ 矗立着一

座士兵雕像ꎮ 他身着战衣、 手握钢枪ꎬ 目光直

视前方ꎬ 执着而坚毅ꎮ 迎着朝阳ꎬ 一队队晨起

训练的年轻战士从他身旁经过时ꎬ 都投去景仰

的目光ꎬ 庄重举手敬礼ꎮ
这是一位牺牲已经一年有余的年轻士

兵———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队上士班长张楠的

雕像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 张楠在中国驻索马

里使馆执行警卫任务ꎬ 不幸在恐怖袭击中罹

难ꎮ 武警山东总队批准张楠同志为烈士ꎬ 武警

部队追授张楠同志 “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奖章ꎮ

张楠曾写过: “我愿意为祖国和人民贡献

我的一切ꎬ 哪怕是生命为祖国燃烧ꎬ 每一滴血

为人民而流 ” 如今ꎬ 他兑现了自己的

承诺ꎮ

“我已做好随时为祖国外交事业献身的准备”

张楠牺牲在守护外交安全和国家尊严的岗

位上ꎮ
时隔一年ꎬ 回忆起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 记

者面前的警卫小组战士赵团军眼眶湿润: “那
天下午ꎬ 张楠和我正在五楼多功能厅进行体能

训练ꎮ 突然一声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传来ꎬ 张楠

大吼一声 ‘趴下’ꎬ 瞬间ꎬ 整个房顶坍塌下来ꎮ
我受了轻伤ꎬ 但张楠却被砸倒在地ꎬ 终因颈动

脉破裂失血过多ꎬ 壮烈牺牲”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张楠以全优成绩从 ５００ 多名

备选对象中脱颖而出ꎬ 随队进驻索马里首都摩

加迪沙ꎬ 成为一名使馆警卫战士ꎮ

就在张楠牺牲前三个月ꎬ 他就曾与死神擦

肩而过ꎮ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月 １４ 日ꎬ 使馆附近枪声

大作ꎮ 担任机动警戒任务的张楠当机立断ꎬ 迅

速发布袭击警报ꎮ 然而ꎬ 就在他观察敌情时ꎬ
一颗流弹穿过玻璃ꎬ 击中左胸ꎮ

“被送往医院的途中ꎬ 胸前已被鲜血染红

的张楠躺在担架上ꎬ 还不停地对我说ꎬ 保卫使

馆安全重要ꎮ” 警卫小组组长王蓬勃至今记忆

犹新: “手术中ꎬ 张楠左胸被切开一条 ２０ 多厘

米的口子ꎮ 医生发现ꎬ 子弹射入张楠的胸腔ꎬ
距离心脏不到 １ 厘米ꎮ”

张楠手术后ꎬ 武警山东总队司令员李苏鸣

在第一时间打去慰问电话: “总队党委已决定

另派队员接替你的工作ꎬ 接你回国治疗ꎮ” 但

张楠却在电话那端说: “报告首长ꎬ 我要继续

留在这里战斗!” 第二天ꎬ 总队党委就收到张

楠的请战书ꎮ 张楠写道: “作为军人ꎬ 使命永

远重于生命ꎮ 我已做好随时为祖国外交事业献

身的准备ꎮ”
在索马里期间ꎬ 张楠执行任务 １００ 余次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使馆人员参加索马里妇女

联合会组织的一个纪念活动ꎬ 反政府武装组织

事先扬言要进行恐怖袭击ꎮ 枪伤愈合不久的张

楠主动请战ꎬ 负责门口警戒ꎮ 大会即将开始ꎬ
张楠识破一名企图混入会场的可疑男子ꎬ 并牢

牢扭住ꎮ 随后ꎬ 从这名男子身上搜出一枚疑似

自制炸弹ꎮ
事后ꎬ 驻索马里使馆大使韦宏添问张楠:

“索马里这么危险ꎬ 每天都和死神打交道ꎬ 你

怕不怕?” 张楠回答说: “军人的语言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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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字ꎮ 为祖国的利益战死沙场ꎬ 是军人的

最高荣誉ꎮ”

“如果组织需要ꎬ 我想当一辈子兵”

张楠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出生在 “中国杂技之

乡” ———河北吴桥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张楠被教练选

中ꎬ 成为杂技大世界的一名专业演员ꎮ 经过数

月艰苦训练ꎬ 很快在杂技大世界小有名气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张楠从秦皇岛巡演回家ꎬ 听说征

兵消息ꎬ 立即跑到人武部报名参军ꎮ “为啥要

当兵?” 父亲问张楠ꎮ 这位在青藏线上奉献 １１
年青春的老兵ꎬ 当年曾与儿子彻夜长谈ꎮ 张楠

说ꎬ 他要用青春报效祖国ꎬ 实现最大人生

价值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张楠成为武警山东总队一

名新兵ꎮ 紧接着ꎬ 战友们发现ꎬ 军营里来了个

“猛小子”ꎬ 比武场上多了个挑战者!
临沂支队教导队原大队长张广忠清楚地记

得: 体能训练ꎬ 张楠偷偷穿上沙背心、 绑上沙

绑腿ꎻ 武装越野ꎬ 他悄悄在背囊里塞上砖头ꎮ
每天完成共同科目训练后ꎬ 张楠还要额外完成

３００ 个俯卧撑、 仰卧起坐和引体向上ꎬ 早晚再

加跑两个 ３ 公里ꎮ 新训一个月ꎬ 他被任命为一

排三班副班长ꎻ 新兵结业军事考核ꎬ 他取得总

评第一名的好成绩ꎮ
入伍第二年ꎬ 总队给临沂支队一个驯犬员

指标ꎬ 除要求军政素质过硬外ꎬ 还有一条就是

得长期服役ꎮ “如果组织需要ꎬ 我想当一辈子

兵!” 张楠如愿以偿走进了武警部队警犬训练

基地ꎮ
在担任驯犬员的 ５ 年里ꎬ 张楠认真钻研警

犬驯养方法ꎬ 为支队训练了一大批素质过硬的

防暴犬、 助勤犬ꎬ 与 “亲密战友” 一道成功参

与护卫奥运圣火、 防暴处突演练等重大任务ꎮ
２０１０ 年年初的一天ꎬ 临沂支队教导队训练

场ꎬ 时任临沂支队一中队中队长的赵永飞正在

选拔参加总队特战分队比武队员ꎮ
“队长ꎬ 我也想参加特战比武!” 赵永飞吃

了一惊: “你现在都是中士了ꎬ 好好驯犬吧ꎬ

干吗遭这份罪? 再说ꎬ 你能行吗?” 赵永飞不

知道ꎬ 张楠在当驯犬员期间几乎每天都身穿沙

背心、 腿绑沙袋狂练五公里越野ꎬ 风雨无阻ꎬ
常常一跑就是几十圈ꎮ

最终ꎬ 张楠以敢于挑战的勇气和过硬的军

事素质ꎬ 完成了从驯犬员到战斗员的逆袭ꎬ 华

丽转身为一名特战队员ꎮ

“现在我只想一件事: 完成好使命任务”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ꎬ 素有 “恐怖之都”
之称ꎮ

到达索马里的第三天ꎬ 张楠第一次随行执

勤ꎮ 经过一个检查站时ꎬ 前面引导车突然向前

蹿了一下ꎬ 当地武装人员立即调转枪口ꎬ 一枪

打在车厢挡板上ꎮ 就在那一瞬间ꎬ 张楠果断地

用身体挡住大使ꎬ 同时做好战斗准备ꎮ 虽然后

来有惊无险ꎬ 但以身相护的张楠给韦宏添留下

深刻印象ꎮ
在执行守护任务期间ꎬ 面对街头巷尾随处

可见的鲜血、 尸体、 残垣断壁ꎬ 面对不绝于耳

的枪声、 爆炸声ꎬ 面对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
死亡气息ꎬ 张楠从没有抱怨ꎬ 也从不退缩ꎮ 使

馆的同志们曾问张楠ꎬ “想家吗?” 张楠回答:
“现在我只想一件事: 完成好使命任务!”

因为心中永远装着使命ꎬ 张楠总是顽强

拼搏ꎮ
在特战队时ꎬ 张楠被分到狙击专业ꎮ 面对

全新的领域ꎬ 张楠迸发出血性虎气ꎬ 向新的目

标发起一次次冲锋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山东总队特战分队比武场ꎮ

“砰!” 枪声响起ꎬ 特战队员你追我赶ꎮ 最后一

公里是约 ３０ 度倾斜的上坡ꎬ 大家的腿就像灌了

铅一样沉重ꎮ 只见张楠猛然取下号码布上的曲

别针扎在大腿上ꎮ 一时间ꎬ 高压电流般的刺痛

让他忘却了疲倦ꎬ 向着胜利一往无前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总队特战分队比武ꎬ 张楠创造狙

击应用射击项目纪录ꎬ 捧回总队第一支高精狙

击步枪ꎬ 编号为 “０８５６９”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总队军事

比武ꎬ 张楠再次斩获狙击应用射击竞赛冠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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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无人打破他的纪录ꎮ
前两年ꎬ 连续荣立三等功的张楠ꎬ 因为超

龄与提干机会失之交臂ꎮ 张楠爸爸赶到临沂ꎬ
拍着张楠的肩膀说: “既然无法提干ꎬ 那就退

伍吧ꎮ 你老大不小了ꎬ 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ꎬ
爸妈也想抱孙子了ꎮ”

张楠告诉父亲: “关于去留问题ꎬ 我已经

考虑许久ꎮ 当不了干部ꎬ 我还不能当个好

兵吗?”
如今他走了ꎬ 才 ２８ 岁ꎬ 年轻到没来得及好

好谈场恋爱、 成个家ꎬ 他还想当一辈子的

兵
但张楠的战友们说ꎬ 张楠并没走ꎬ 他就在

我们行进的队列里ꎬ 冲锋的身影永远激励着我

们向着强军目标一往无前

“我在部队一切都好”

入伍整整 １１ 年ꎬ 张楠一有空就会给家里写

信ꎬ 打电话报平安ꎬ 与家人打电话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 “我在部队一切都好ꎮ” 赴中国驻

索马里使馆执行警卫任务后ꎬ 张楠每到周五都

要挤出时间和家人视频聊天ꎬ 让张妈妈奇怪的

是ꎬ 去年 ４ 月 １４ 日之后ꎬ 他们竟有很长一段时

间没有视频过ꎮ
最后一次视频联系是去年 ７ 月 １７ 日ꎮ 那

天ꎬ 张楠开玩笑地问他们ꎬ “爸妈ꎬ 你们看我

有啥变化ꎮ” 依然是那张憨憨的笑脸ꎬ 张妈妈

怎么也不会想到儿子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ꎮ
其实就在 ４ 月 １４ 日ꎬ 一颗流弹击中了张

楠ꎬ 伤口距心脏只有 １ 厘米ꎮ 手术第二天ꎬ 张

楠就在病床上让战友代笔写下了请战书ꎬ 要求

继续留在索马里ꎮ
老两口怎会知道ꎬ 组织让他回国治疗ꎬ 他

却坚持留下继续战斗ꎻ 手术第三天ꎬ 他就申请出

院手术后第二十八天ꎬ 他就重返战斗岗位ꎮ
那段时间ꎬ 他掉了 ２０ 多斤肉ꎬ 整个人瘦了一圈ꎮ
组长征求他的意见ꎬ 是否将负伤消息告知父母ꎮ
他怕父母担心ꎬ 硬是央求千万要替他瞒着ꎮ

远赴异国他乡的张楠又何曾割舍对父母的

牵挂ꎬ 在日记中充满了愧疚和思念: “得知妈

妈身体不好ꎬ 住了 ２０ 多天院ꎬ 自己照顾自己ꎬ
打着点滴骑车回家ꎮ 唉! 突然之间有了牵挂ꎬ
但身为军人却又不能去照顾她ꎬ 愧对母亲、 想

念母亲ꎮ”
爸爸心脏不好ꎬ 妈妈患神经衰弱ꎬ 张楠一

直惦记着ꎮ 他在报纸上无意间看到一则广告ꎬ
说银水杯能减轻神经衰弱ꎮ 去索马里之前ꎬ 他

记下电话ꎬ 联系厂家ꎬ 跑到专卖店ꎬ 花了 ２０００
多元买了一只银水杯寄回家ꎮ 妈妈问他水杯多

少钱ꎬ 他说是战友互赠的纪念品ꎬ 不值几

个钱ꎮ
那次重伤ꎬ 送往医院途中ꎬ 昏迷中的张楠

紧紧抓着战友的手ꎬ 不停地念叨: “如果我回

不去ꎬ 请替我照顾好爸妈”ꎮ 就在和家人最后

一次视频聊天后的第九天ꎬ 张楠永远地离开了

他们

“姐姐你放心ꎬ 你走了ꎬ
爸妈还有我照顾”

　 　 战友赵团军记得ꎬ 在远赴索马里的那天清

晨ꎬ 警卫小组成员来到天安门前参加升旗仪

式ꎬ 向祖国告别ꎮ 天刚刚放亮ꎬ 广场已是人山

人海ꎮ 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ꎬ 挤在人群里ꎮ 张

楠见状上前抱起小女孩放到肩上ꎮ 被高高举起

的小女孩手舞国旗一脸欢喜ꎬ 赵团军却猛然看

到张楠眼里泛着泪花ꎮ
“要是早知道张楠的姐姐刚去世ꎬ 那次他

负伤ꎬ 我就是打ꎬ 也要把他打回来” 聊起

张楠ꎬ 赵团军后悔地握着拳头ꎮ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ꎮ “他一直跟我们说ꎬ

他是独生子ꎮ” 那次ꎬ 张楠被流弹击伤ꎬ 是赵

团军帮他打字ꎬ 写下了请战书ꎮ 他知道张楠姐

姐去世的消息ꎬ 还是在护送张楠灵柩回国ꎬ 看

了媒体报道之后ꎬ 已整整晚了一年ꎮ
姐姐张倩是张楠最亲近的人ꎬ 前几年患癌

症ꎬ ２０１４ 年复发ꎮ 张楠陪她去天津做化疗ꎬ 守

在姐姐病床边ꎬ 几天几夜不睡觉ꎮ 他说: “姐
姐的命保住了ꎬ 我不碍事ꎬ 睡一觉就好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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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四处打听治疗乳腺癌的偏方ꎮ 一个偶然

机会ꎬ 听小卖部阿姨说ꎬ 村里一个人得了乳腺癌ꎬ
一直喝蒲公英炮制的药水ꎬ 到现在还好好的ꎮ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ꎬ 哪怕付出再大的代

价ꎬ 张楠也愿意去试试ꎮ 翻开他的日记ꎬ 这段

令人心酸的文字灼痛了战友的眼睛: “姐姐的

病又严重了ꎬ 让我很担心ꎬ 我愿拿 １０ 年光明换

姐姐 ５ 年寿命”
那天ꎬ 张楠围着靶场周围发疯似的找了一

天ꎬ 挖来整整一包蒲公英寄回吴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弥留之际的姐姐眼睛

一直望着请假赶回的张楠ꎬ 已经说不出话ꎻ 张

楠跑过去ꎬ 紧紧握着姐姐的手ꎬ “姐姐你放心ꎬ
你走了ꎬ 爸妈还有我照顾” 听完张楠的

话ꎬ 姐姐安详地闭上了眼睛ꎮ

“他总把危险留给自己”

“心里永远只装着别人ꎬ 唯独没有自己ꎮ”
战友任方金回想起当年与张楠在武警特警学院

培训的日子ꎬ 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ꎮ “他看我

手枪射击成绩一直上不来ꎬ 心里比我还着急ꎮ”
此后ꎬ 张楠每天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ꎬ 教任方

金练习出枪据枪ꎮ
张楠有个习惯ꎬ 每次射击训练后ꎬ 都会在

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ꎬ 把心得体会记录下来ꎬ
整理成训练笔记ꎮ “那可是班长的 ‘心肝宝

贝’ꎬ 他却主动拿过来跟我分享ꎬ 还把自编的

训练口诀教给我ꎮ” 有一次ꎬ 任方金半开玩笑

地说: “班长ꎬ 你把本事都交给了我们ꎬ 就不

怕最后考核时把你淘汰了?” 张楠却只一个劲

儿地傻笑
“他总把危险留给自己ꎮ” 战士单雷杰回忆

说ꎬ 在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训练课目ꎬ 张楠总是

第一个上ꎬ 以确认安全措施是否到位ꎮ 有次雨

天过后ꎬ 中队进行协作攀登训练ꎬ 张楠第一个

越上高墙ꎬ 因雨水打滑差点一头栽地ꎮ
武警临沂市支队教导队教员匡玉亮说ꎬ

２０１１ 年总队特战队员集训时ꎬ 他的后背被枪磨

破了皮ꎬ 张楠主动买来药品ꎬ 与卫生员一起为

他敷药ꎬ 还帮他在背心上加上防护措施ꎬ 防止

训练时二次受伤ꎮ
战士程豪回忆ꎬ 在父亲不幸病逝后ꎬ 一向

对自己很 “抠”ꎬ 连几件像样衣服都舍不得买

的张楠ꎬ 二话不说就捐出 １０００ 元ꎬ 还号召中队

全体官兵为他捐款ꎮ
张楠走了ꎮ 今年 ２ 月份ꎬ 临沂平邑发生矿

难ꎬ 张爸爸和张妈妈做了糕点ꎬ 赶了 ５ 个多小

时的车ꎬ 到矿上看望参与救援的官兵ꎮ 望着战

士们一张张疲惫的脸庞ꎬ 拉着战士们的手ꎬ 一

声声 “爸爸、 妈妈” 让老两口泪流满面ꎬ “电
视上看到张楠中队的孩子们ꎬ 心疼得睡不着ꎮ
张楠要在ꎬ 也和大伙一起救人呢!”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３０ 日 «人民日报»)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高宝来和刘芳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高宝来和刘芳的先进事迹ꎮ
高宝来生前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

庄派出所民警ꎬ ３５ 年来扎根基层一线ꎬ 总结出

一套系统的驻区民警工作办法ꎮ 在生命的最后

５ 年里ꎬ 他每天在小学门前疏导车辆ꎬ 保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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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通安全ꎬ 被誉为 “孩子眼中的警察爷爷”ꎬ
去年 ５ 月因病去世ꎬ 被追授 “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等荣誉称号ꎮ

刘芳是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教

师ꎬ 身患眼疾仍听读书籍教材ꎬ 坚持为学生上

课ꎮ 双目失明后ꎬ 她担任心理辅导教师ꎬ 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ꎬ 帮助农村留守儿童解决成

长中的问题ꎬ 引导他们健康成长ꎬ 受到家长和

学生的信任和喜爱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他走了ꎬ 那把火仍旺着
———追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原民警高宝来

有的人死了ꎬ 他还活着ꎮ 高宝来就是这样

一个人ꎮ 他把雷锋当偶像ꎬ 将忠诚当信仰ꎮ 作

为一名首都基层民警ꎬ 高宝来在平凡的岗位

上ꎬ 燃烧了自己更照亮了别人ꎮ 孩子们被他的

爱心所感染ꎬ 群众被他的言行所感动ꎬ 同事们

被他的精神所指引
高宝来走了ꎬ 但他的爱心在传递ꎬ 精神在

传承ꎬ 生命在延续ꎮ

爱心在传递

“爱ꎬ 是可以传递的ꎬ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

动作ꎬ 就可以触动人们心底的那份温暖警

察高爷爷就是这样的人ꎬ 他把爱传给了我们每

一个人ꎮ” 这是赵润泽在海淀实验小学读五年

级时写的命题作文——— «一个令人尊敬的人»ꎮ
“这个题目ꎬ 有五成学生写的都是 ‘警察

爷爷’ꎮ” 海淀实验小学老师马佳告诉记者ꎬ 高

宝来在学校门口执勤的 ５ 年里ꎬ 老师们把他当

家人ꎬ 家长和孩子们更是把他当亲人ꎮ “帮家

长和孩子开车门ꎬ 他用一个简单的动作传递了

爱ꎬ 也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去爱ꎮ”
２０１５ 年春季开学ꎬ 孩子们没有看到他们的

“警察爷爷”ꎮ 孩子们着急地找老师ꎬ 家长们也

陆续赶到学校ꎬ 高宝来病重住院的消息ꎬ 让大

家都难以承受ꎮ 一封封爱的信件、 一张张祝福

的卡片ꎬ 孩子们想用自己的小手拉住高爷爷的

大手ꎮ
“以前ꎬ 高爷爷一直用他那双大手呵护着

我们ꎬ 现在爷爷病了ꎬ 我们也要让他感受到来

自我们的温暖和力量ꎮ”
１０ 元、 ２０ 元、 １００ 元、 ２００ 元孩子们

主动拿出零花钱ꎬ 家长们踊跃送来爱心款ꎬ 老

师们纷纷慷慨解囊ꎮ 学校专为高宝来举行的

“好人一生平安” 爱心捐款活动ꎬ 一个上午就

募得善款 ３６ 万多元ꎮ 已经上初中的赵润泽ꎬ 特

意向妈妈预支了零花钱ꎬ 专门送到派出所ꎮ 赵

润泽的妈妈说ꎬ “是高警官教会了孩子如何去

感恩ꎮ”
“他们的爱给了我最大的鼓励ꎬ 我要坚强

地活下去ꎮ” 孩子们牵挂着高爷爷ꎬ 高宝来也

挂念着孩子们ꎬ “等我病好了ꎬ 还回去站岗ꎬ
我们说好不见不散ꎮ” 但一向说到做到的高宝

来ꎬ 这次失约了ꎮ

精神在传承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ꎬ 让他如此

顽强地醉心于社区的大事小情ꎬ 甚至置自己的

健康于不顾呢?” 高宝来的事迹ꎬ 让海淀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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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刘少波陷入了深深的思考ꎮ
“我非常热爱雷锋ꎬ 也非常羡慕他那真正

的人生ꎮ 我要像雷锋那样ꎬ 把自己的一生毫无

保留地贡献给党和人民” 在整理高宝来的

档案时ꎬ 他 １８ 岁时亲笔书写的这段话ꎬ 似乎给

出了答案ꎮ
社区民警的工作ꎬ 离不开的是家长里短ꎬ

干出来的是温暖人心ꎮ 居民牛大姐ꎬ 早年生活坎

坷ꎬ 心里缺乏安全感的她多次拨打报警电话ꎬ 影

响了邻里关系ꎬ 大伙都不愿和她打交道ꎬ 唯独高

宝来不排斥ꎬ 还成了她家里的常客ꎮ
在不断的接触中ꎬ 高宝来发现牛大姐对父母

非常孝顺ꎬ 日常很多小事都让人感动不已ꎮ 当时ꎬ
恰逢北京市开展万名孝星评选活动ꎬ 高宝来觉得

牛大姐够格ꎬ 便热心地帮她争取ꎮ 当接过 “北京

市孝星” 的荣誉证书时ꎬ 牛大姐激动不已ꎬ “高
警官ꎬ 您是个大好人ꎬ 我再也不添乱了ꎮ”

刘少波至今还保留着一张高宝来的 “爱民

联系卡”ꎬ 与其他民警不同ꎬ 高宝来的卡片名

字和手机号码都是用 “章” 印的ꎮ 因为发的太

多ꎬ 高宝来的电话总是不断ꎬ 即使到了生命的

最后时刻ꎬ 他还在坚持接听电话ꎬ 用短信与群

众沟通ꎮ 在他看来ꎬ 百姓的事最大ꎮ
这家的车窗没关他要管ꎬ 对可疑人员他要

查高宝来始终觉得ꎬ 爱管 “闲事” 才是好

警察ꎮ 无论下社区还是在学校前执勤ꎬ 高宝来

永远着装整齐ꎬ “八大件”、 执法记录仪、 电台

等警用装备一应俱全ꎮ “老高就是这种全情投

入工作的人ꎬ 他严谨认真、 慎始如初ꎬ 值得我

们学习ꎮ” 刘少波说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北京市公安局下发通知ꎬ 号

召全局同志向高宝来学习ꎬ “宝来精神” 将与

首都公安这支光荣的队伍永远在一起ꎮ

生命在延续

在儿子高陆眼里ꎬ 父亲高宝来很勇敢ꎬ 面

对危险永远在前ꎻ 很慈祥ꎬ 对待群众总是面带

微笑ꎻ 很本分ꎬ 坚信心安要比金钱更重要ꎻ 很

节俭ꎬ 一粒米也不浪费ꎻ 很倔强ꎬ 认准的事谁

也拦不住
虽然高宝来不善表达ꎬ 与一家人在一起的

时候也很少ꎬ 但在高陆心里ꎬ 父亲一直是他的

山、 他的胆、 他的 “倔老头”ꎮ 儿子是父亲生

命的延续ꎬ “我虽然没像父亲一样成为警察ꎬ
但我会努力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人ꎮ”

说到做人ꎬ 高宝来也做过多次 “坏人”ꎮ
３０４ 医院是高宝来的辖区ꎬ 他的警务室就设在

院内ꎮ 一些亲戚朋友知道他在医院的威信高ꎬ
有时想让他帮忙挂一个号ꎬ 但都被他拒绝了ꎮ
即使是妻子生病住院ꎬ 高宝来每次都是自己去

排队挂号ꎮ “我不能以权谋私ꎬ 更不能给身上

的这身警服抹黑!”
其实ꎬ 高宝来并不是不近人情ꎮ 他曾经为

了生命垂危的老父亲ꎬ 情急之下当众哀求主治

医生全力救治ꎻ 也曾经在非典期间ꎬ 挂念在外

地上大学的儿子ꎬ 忧心得整宿睡不着觉ꎮ “宝
来大哥用自己的一言一行ꎬ 守住了本分、 守住

了清贫、 守住了灵魂、 守住了忠诚ꎮ” 作为高

宝来的同事ꎬ 侯占军打心眼里敬佩他ꎬ “他永

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ꎮ”
“师傅教会我如何做事ꎬ 更教会我怎样做

人ꎮ” 弥留之际ꎬ 高宝来还不忘要将自己的装

备交给徒弟何山ꎮ 如今ꎬ 何山已经拿起了师傅

的手机、 挎包ꎬ 装上了师傅没写完的笔记ꎮ
“我会像师傅一样ꎬ 永远驻守在社区里ꎮ”

高宝来走了ꎬ 但他的生命还在延续ꎮ 北京

市公安局在全市陆续创建了 ２０３ 个 “高宝来爱

民服务岗”ꎬ 每到上学日ꎬ 学校门口仍有一群

“高宝来们” 在忙碌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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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中有个太阳
———记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盲人教师刘芳

“她身上的乐观坚强、 开朗善良ꎬ 是鼓舞

我们的力量ꎮ” 毛艳红谈起同事刘芳ꎬ 眼里满

是崇敬ꎮ
刘芳ꎬ 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的盲人女教

师ꎮ 她双目失明却没有被黑暗吞没ꎬ 反而活出

了前所未有的精彩ꎮ 凭着超人的毅力ꎬ 她教

书、 写书、 救助贫困儿童ꎬ 在黑暗中用心拥抱

光明ꎬ 用满腔热忱温暖了身边无数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２６ 岁的刘芳被确诊为视网膜色素

变性ꎬ 这种病症将会导致眼睛失明ꎮ 面对年迈

的父母ꎬ ８ 个月大的儿子ꎬ 风华正茂的刘芳内

心崩溃了ꎬ “整夜整夜睡不着ꎬ 难过、 害怕、
绝望各种情绪都有ꎮ”

“能怎么办呢? 只能面对现实ꎮ” 经历了半

年的痛苦挣扎ꎬ 刘芳想明白了: “与其一直纠

结ꎬ 不如拥抱光明ꎬ 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ꎮ”
下定决心面对现实ꎬ 刘芳的日子变得多姿

多彩ꎬ 在完全失明之前ꎬ 她找美术老师学习绘

画ꎬ 抓住一切时间阅读大量书籍ꎻ 在家ꎬ 她洗

衣扫地、 在跑步机上锻炼 “多样的爱好让

我有了排解痛苦的渠道ꎬ 我要把这美好的世界

留在记忆里ꎮ”
教师是刘芳从小就梦想的职业ꎬ 有人建议

她病退或休息ꎬ 她婉拒了: “那样我的生命就

真的终止了ꎮ” 但一个盲人老师如何留在讲台

上? 刘芳付出了超过常人的努力ꎮ
为了教好书ꎬ 刘芳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

部背了下来ꎬ 其他重点、 难点也一一记牢ꎬ 把

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心里ꎻ 作文放在

教室里批改ꎬ 让孩子们自己朗读作文ꎬ 全班同

学一起修改、 点评、 打分ꎬ 锻炼孩子们听、
说、 读、 写的能力ꎻ 说、 学、 逗、 唱ꎬ 刘芳几

乎把自己变成了相声演员ꎬ 用生动的课堂吸引

孩子们的目光ꎻ 眼睛看不见ꎬ 要汲取知识ꎬ 就

用听的ꎬ 电脑上听ꎬ 播放器听ꎬ 刘芳说ꎬ 她一

年至少要 “看” １０ 本书ꎮ
辛勤的付出得到了回报ꎬ 她教的班级语文中

考成绩名列前茅ꎮ 听说她可能不再担任班主任ꎬ
学生们跑去求校长: “一定要把刘老师留下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刘芳转型担任学生的心理辅

导教师ꎮ 为配合德育教育ꎬ 刘芳把多年不用的

广播站建立起来ꎬ 亲自培养播音员ꎬ 既提高学

生的普通话水平又培养了一群诗歌朗诵爱好

者ꎻ 她在乡村青少年宫和学校开设道德讲堂ꎬ
把道德模范的感人故事讲给全校的学生听ꎬ 身

边人、 身边事ꎬ 触动每一个幼小的灵魂ꎮ
８ 年来ꎬ 全校 ２５ 个班级每个学期她要做 ５０

个以上的微型讲座ꎬ 她在广播站和大操场上为

全校师生讲授德育大课ꎮ 她的心理咨询课很受

欢迎: 课上ꎬ 孩子们敞开心扉和她交流想法ꎬ
课下很多学生还会跟她讲悄悄话ꎮ 刘芳耐心地

帮孩子们解决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ꎬ 孩子们

很信任她ꎮ
“没有人是完美的ꎬ 要有勇气接受自己的

不完美ꎬ 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ꎮ” 面对生

活的磨难ꎬ 刘芳选择在黑暗中拥抱光明ꎬ 用美

好的心灵和行动给予他人光明和感动ꎮ
“是爱的力量让我坚持到如今ꎮ 用爱温暖

学生、 回报社会ꎮ” 这是刘芳的人生信条ꎮ 在

当班主任期间ꎬ 刘芳带的班级大多是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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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班”ꎬ 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任何孩子的

教育ꎮ “孩子只是遇到了成长的烦恼ꎬ 需要给

他们一种爱的疏导和力量ꎬ 帮助他们平稳度过

充满困惑的青春期ꎮ”
从 ２００８ 年起ꎬ 学校交给失明的刘芳一份开

创性工作———心理咨询ꎮ
为做好这份工作ꎬ 刘芳参加了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培训ꎬ “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用爱倾

听ꎮ” 相较于给学生讲大道理ꎬ 刘芳更愿意用耐

心和爱心倾听学生们的故事ꎮ 在她为学生建立

的 “成长档案袋” 中ꎬ 学生塞进了各种各样的

纸条ꎬ 把不愿告诉别人的 “秘密” 向刘芳倾诉ꎮ
一次ꎬ 刘芳收到一条短信ꎬ 一位在校的高

中女生ꎬ 因为一段情感挫折要轻生ꎮ 收到短信

后ꎬ 刘芳立即拨通了对方电话ꎬ 耐心给她讲述

自己的遭遇、 人生的价值和可能遇到的种种波

折ꎬ 经过多次的电话和短信沟通ꎬ 女孩终于走

出了阴霾ꎬ 决定重新参加高考ꎬ 勇敢面对

人生ꎮ
在心理咨询室里ꎬ 刘芳接待了几百个留守

孩子、 单亲家庭的孩子和学困生ꎬ 她以最大的

包容心陪伴这些孩子一起健康成长ꎮ 不仅如

此ꎬ 自从刘芳的电话被公示以后ꎬ 找她解决问

题的家长和校外人员也多了起来ꎬ 她从来没有

拒绝ꎬ “这才是我的价值所在ꎮ” 刘芳说ꎮ
在刘芳看来ꎬ 一个老师不单是教书育人ꎬ

还应该具有一种社会担当ꎮ 刘芳每个学期都要

为困难家庭的学生募捐学费和衣物ꎬ 鼓励他们

完成学业ꎮ ２０１４ 年在她的新书签售会上ꎬ 她把

第一笔收入 ５０００ 元捐献给了白云三中ꎬ 帮扶那

些贫困家庭的学生完成学业ꎮ 几年来ꎬ 她被多

次邀请到其他学校和单位作报告ꎬ 以亲身经历

和教师的社会责任心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刘芳创作了 １６ 万字小说 «石榴

青青»ꎬ 小说反映了农村学校的发展变化和一

群年轻人的理想追求ꎮ 刘芳说ꎬ 她想通过这部

小说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村教育ꎬ 关注农村孩

子ꎬ 希望更多的师范生能到农村教书ꎮ

(选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人民日报»)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赵志全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赵志全的先进

事迹ꎮ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ꎬ 他响应党的号

召到艰苦偏远地区工作ꎬ 坚持依法公正廉洁办

案ꎬ 维护民族团结ꎬ 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

员、 好干部ꎬ 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ꎬ 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ꎮ

赵志全生前是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党委书记兼总经理ꎬ 他一生致力于振

兴民族医药ꎬ 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建设成现

代化制药集团公司ꎬ 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作出突出贡献ꎬ 曾获得

全国劳动模范、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等荣誉称号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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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以焦裕禄为榜样
———记新疆哈密退休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

从知青、 工人到检察官、 法官ꎬ 他始终以

焦裕禄精神为榜样ꎬ 致力于民族团结、 公正司

法、 勤政为民ꎮ 退休后ꎬ 他热心公益ꎬ 到社

区、 进学校ꎬ 义务宣讲法律ꎬ 提供法律咨询ꎬ
传播法治精神ꎮ

他就是 “焦裕禄的好学生” ———新疆哈密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ꎮ

一篇报道引发了兰考之行

１９６６ 年 ２ 月 ７ 日ꎬ 人民日报刊发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ꎬ 正在念高二的

阿布列林从报纸上读到了用维吾尔文翻译后的

报道ꎬ 便被焦裕禄的事迹深深感染ꎮ
当时他许下一个愿望ꎬ 一定要到焦裕禄生

活和奋斗的地方去看看ꎮ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ꎬ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ꎮ” 当

年ꎬ 阿布列林与 ５ 位同学从上海返回哈密ꎬ 途

中他把内心深藏多年的心愿告诉了同学们ꎬ 并

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ꎮ
６ 个年轻人首先去拜谒了正在修建中的焦裕

禄墓ꎮ “一路上ꎬ 我们看到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

修建的水利工程ꎬ 看到大片大片盐碱地被改造

成良田ꎬ 还栽上了一排排抵御风沙的树木ꎮ” 阿

布列林说ꎮ 接近傍晚ꎬ 他们在兰考中学找到了刚

刚放学的焦裕禄的儿子和女儿———焦国庆、 焦

守云ꎬ 在征得他们同意后来到了焦裕禄的家ꎮ
“一间大房子ꎬ 墙上糊满报纸ꎮ ２ 月份的兰考ꎬ
屋里冷得刺骨ꎮ” 阿布列林说ꎮ 一个县委书记的

家竟然如此窘迫贫寒ꎬ 令他感到震惊ꎮ
临行前ꎬ ６ 个年轻人和焦裕禄的家人合了

一张影ꎮ “现在ꎬ 这照片已陪伴我 ４８ 年了ꎮ”
阿布列林说ꎮ

艰苦奋斗中牢记焦裕禄精神

１９６９ 年ꎬ 阿布列林响应党的号召ꎬ 选择在

条件艰苦的火箭农场四分场当知青ꎮ
春耕ꎬ 天不亮他就扛着坎土曼下地ꎬ 平地、

打埂子ꎬ 白净的双手磨出了大水泡ꎮ 秋收ꎬ 他天

不亮就提上一壶水ꎬ 挥起镰刀ꎬ 和同伴们比赛

“看谁收割的麦子多”ꎬ 最多时一天割下 １ 亩 ４
分地的麦子ꎮ 就这样ꎬ 在农场 １ 年又 １０ 个月的

火热劳动中ꎬ 他一天要干 １０ 个小时繁重的体力

劳动ꎬ 学会了打地埂、 种麦种瓜种菜、 收麦收瓜

收菜、 打场捆草背麻袋等农活儿ꎮ
１９７０ 年ꎬ 阿布列林被组织推荐到哈密地区

农机厂当翻砂工ꎬ 跟汉族师傅学技术ꎮ 没有汉

语基础ꎬ 他就白天拼命干活儿ꎬ 晚上支个木箱

子ꎬ 在煤油灯下苦练方块字ꎬ 逐渐学会用汉文

读报、 填表格、 写值班日志ꎮ
“翻砂工是最考验胆量和体力的工种ꎬ 如

果操作不当ꎬ 就有烫伤甚至致残的危险ꎮ 牢记

着焦裕禄经常提到的 ‘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

英雄’ 的话语ꎬ 我坚持了下来ꎮ” 从一级工干

到二级工ꎬ 从生产班长干到车间团支部书记ꎬ
阿布列林多次被评为 “优秀共青团员”ꎬ 年年

被评为 “先进生产者”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ꎬ 哈密县公检法系统到企业

筛选干部ꎬ 阿布列林被录取到检察院工作ꎮ
“别人写调查报告只用汉文就可以了ꎬ 而我

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用维吾尔文和汉文各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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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ꎬ 再向上级用汉文汇报ꎮ” 为此ꎬ 他白天上班ꎬ
业余时间学习 «刑法» «诉讼法» 等法律到深夜ꎬ
用维吾尔文和汉文背熟了办案所需的专业知识ꎮ

在检察院和法院工作的 ３０多年里ꎬ 阿布列林

出色地办理了一个又一个案件ꎬ 也从一个普通的

检察干部逐步成长为检察院党组书记、 哈密市法

院院长、 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县级审判员ꎮ

学习焦裕禄必须薪火相传

１９９０ 年ꎬ 阿布列林表姐的儿子因涉嫌盗窃

被移送检察院ꎮ 表姐上门苦苦哀求ꎮ “不管谁

犯法ꎬ 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ꎮ” 当亲情和法律

同时摆在阿布列林面前时ꎬ 他没有想过要徇私

枉法ꎮ
清清白白做人ꎬ 干干净净做事ꎬ 阿布列林

做到了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ꎮ
“学习焦裕禄精神ꎬ 必须薪火相传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阿布列林退休后ꎬ 成为焦裕禄精神的积极

传播者ꎮ 今年 ９ 月 ７ 日ꎬ 因颈椎顽疾做手术还

未痊愈的阿布列林ꎬ 来到哈密市中南路社区服

务站 “家庭党校”ꎬ 为离退休党员讲党课ꎬ 此

次党课主题为 «弘扬焦裕禄精神ꎬ 做焦裕禄式

的好党员、 好干部»ꎮ
不久前ꎬ 阿布列林还走进校园ꎬ 为哈密市

一中转赠了焦裕禄铜像ꎬ 为哈密市二中 “焦裕

禄书屋” 捐赠了价值 ５０００ 元的图书ꎮ
哈密市一中是阿布列林的母校ꎬ 在这里ꎬ

他与共青团员们一起开展了 “学习传承焦裕禄

精神” 的主题团会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焦裕禄书

记的女儿焦守云从河南专程到哈密ꎬ 把她父亲

的铜像赠给我ꎬ 今天我把铜像送给我的母校ꎮ
我希望更多的学生ꎬ 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ꎬ 成为像焦裕禄一样的好党员、 好干部ꎮ”
阿布列林说ꎮ

“一定要严格执法ꎬ
绝不允许发生错捕、 错诉案件”

　 　 “ ‘同意批捕’ 这 ４ 个字ꎬ 字字重如山ꎮ
作为检察官ꎬ 一定要严格执法ꎬ 绝不允许发生

错捕、 错诉案件ꎮ” １９９５ 年夏天ꎬ 阿布列林审

查一宗案卷时ꎬ 发现疑点很多ꎮ 办案人员重新

调查后ꎬ 免去对主犯提起诉讼ꎮ
多年来ꎬ 阿布列林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执

法权力看得比生命还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他在哈密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ꎬ 处理一起由 ５ 名被告

参与的重大毒品案ꎬ 其中一对夫妻是主犯ꎮ 一

天ꎬ 这对夫妻的母亲找阿布列林求情ꎬ 被他当

场拒绝ꎮ 临走时ꎬ 来人趁他不注意ꎬ 悄悄将

１０００ 元钱塞进了他办公桌上的报纸里ꎮ 阿布列

林发现后ꎬ 立即将钱上交至法院纪委ꎮ 最终主

犯被判无期徒刑ꎬ 其他被告也全部获刑ꎮ
同年 １ 月ꎬ 阿布列林审理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的一起涉嫌分裂国家案ꎮ 为了办好这个案

件ꎬ 阿布列林不顾自己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疼

痛ꎬ 冒着零下 ３０ 多摄氏度的严寒ꎬ 翻山越岭赶

到伊吾县查实案情ꎬ 最终查明被告人的犯罪事

实ꎬ 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１２ 年ꎮ
“再苦再累ꎬ 也要保障法律文书质量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自治

区高院的安排ꎬ 承办了一批 “７５” 案件ꎮ 当

时ꎬ 阿布列林再次因腰椎间盘突出症状加重ꎬ
正在医院住院ꎮ 考虑到审判案件的质量ꎬ 中院

领导希望阿布列林把好汉、 维两种文字裁判文

书的质量关ꎮ 阿布列林不顾病痛ꎬ 提前出院ꎬ
接受任务ꎬ 认真把关ꎮ

在检察院和法院工作的 ３０ 多年里ꎬ 阿布列

林无论是独立办案ꎬ 还是当领导时决定依法批

捕、 起诉的案件ꎬ 准确率都是 １００％ꎮ

“维护民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ꎬ 阿布列林深刻认

识到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ꎬ 是各

民族发展进步的根基ꎬ 也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前

提ꎮ “维护民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ꎮ” 他时时处

处以身作则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哈密市陶家宫乡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ꎮ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到处煽风点火ꎬ 造

成受害人迟迟没有下葬阿布列林赶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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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情况ꎬ 耐心向受害人亲属解释和讲明道

理ꎬ 并依法从快办案ꎬ 肇事者得到应有惩处ꎬ
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ꎮ

１９９８ 年夏ꎬ 哈密市人民法院在原址上建新

楼ꎮ 阿布列林时任法院院长ꎬ 每个周末都到施

工现场监工ꎮ 他发现ꎬ 哈密的夏天太热ꎬ 外地

来的汉族工人多数吃不惯羊肉ꎬ 就亲自下乡买

来工人们爱吃的食材送到工地改善伙食ꎬ 工人

们都非常感动ꎮ
“欲做公仆先近人、 既做公仆必做事、 做

好公仆当为民”ꎬ 这是阿布列林时常挂在嘴边

的三句话ꎮ 他是这么说的ꎬ 也是这么做的ꎮ
１９９８ 年ꎬ 进城务工人员张宏奎ꎬ 在哈密给一个

理发店搞装修ꎬ 活干完了ꎬ 老板却赖账ꎬ 张宏

奎无奈起诉到哈密市法院ꎮ 与张宏奎素不相识

的阿布列林听闻此事ꎬ 亲自过问ꎬ 追回了张宏

奎的血汗钱ꎮ
那时候ꎬ 张宏奎刚来哈密ꎬ 挣钱很少ꎬ 两

个孩子正在上小学ꎬ 由于没有当地户口ꎬ 每年

仅借读费就要 ２０００ 元ꎬ 生活十分拮据ꎮ 阿布列

林了解情况后又主动帮忙ꎬ 给两个孩子办理了

哈密市农村户口ꎬ 帮助他们家解决了节骨眼儿

上的困难ꎮ 一个法院院长与一个民工成了好朋

友ꎬ 这事在当地成为美谈ꎮ

“发挥余热ꎬ 再为群众做点事”

“我要发挥余热ꎬ 再为群众做点事ꎮ” 退休

后ꎬ 阿布列林没有闲下来ꎬ 而是积极投身到法

制宣传工作中ꎮ 他不辞劳苦地深入社区、 学

校、 机关和农村ꎬ 向基层群众进行宣讲ꎬ 并免

费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ꎮ
２０１４ 年春天ꎬ 阿布列林在哈密市惠康社区

为居民开展法律讲座时ꎬ 居民帕提古丽吐尔

逊为弟弟的离婚案进行法律咨询ꎮ 当了解到这

是一起诈骗婚姻后ꎬ 阿布列林帮助帕提古丽写

好起诉书ꎬ 通过法院打赢了官司ꎬ 追回了 ３ ５
万元礼金ꎮ

短评: 榜样的力量

４８ 年前ꎬ 不满 １８ 岁的阿布列林阿不列

孜ꎬ 慕名前往河南兰考与焦裕禄的家人合了

影ꎮ ４８ 年来ꎬ 尽管先后搬过 ８ 次家ꎬ 但这张珍

贵的照片始终伴随着他ꎬ 激励着他去学习、 去

工作ꎮ
从阿布列林的事迹中ꎬ 我们深深感受到ꎬ

他对党的无限忠诚ꎬ 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ꎬ
对焦裕禄精神的模范践行ꎬ 对民族团结的自觉

维护ꎬ 对自己和家人亲属的严格要求ꎮ 这些ꎬ
都是榜样的力量在他身上的充分展现ꎮ

要成为时代先锋ꎬ 就必须清正廉洁、 克己

奉公ꎬ 在始终保持勤政廉政的政治本色中ꎬ 更

好地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ꎮ 要成为时代先锋ꎬ
就必须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ꎬ 在继承和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中ꎬ 更好地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ꎮ
深学是基础ꎬ 细照是关键ꎬ 笃行是目的ꎮ

我们要像阿布列林阿不列孜那样ꎬ 把焦裕禄

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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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赤子ꎬ 改革潮头写担当
———追记鲁南制药集团原董事长赵志全

山东费县城北ꎬ 温凉河畔ꎬ 玉带山下郁郁

葱葱ꎬ 掩映着一片花园式的厂区ꎮ 山巅松柏翠

翠ꎬ 一座黑白相间的墓前ꎬ 一束束鲜花ꎬ 静静

倾诉着人们的思念ꎮ
鲁南制药集团原董事长、 党委书记兼总经

理赵志全ꎬ 已在此长眠近两年ꎬ 企业的上万名

职工依然深深怀念着他ꎮ 这个身材高大、 满头

银丝的汉子ꎬ 是第十届、 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ꎬ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

劳动模范、 全国杰出青年企业家等荣誉ꎬ 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ꎮ

直面挑战ꎬ 不惧风浪急

年产值 ６０ 亿元ꎬ 年上缴税金近 １０ 亿元ꎬ
如今的鲁南制药风光无限ꎮ 但创业之初ꎬ 很是

艰辛ꎮ
１９８７ 年ꎬ 赵志全 ３０ 岁出头ꎬ 是鲁南制药

前身———郯南制药厂的技术科长ꎮ 临沂地区体

改委决定ꎬ 在这里进行全区首个承包经营

试点ꎮ
年轻的赵志全脱颖而出ꎬ 竞聘成为厂长ꎮ

就任前ꎬ 他提出目标: ４ 年实现年产值 １０００ 万

元、 利润 １２０ 万元ꎮ 此时的郯南制药厂ꎬ 账面

净资产不过 １９ 万元ꎬ 库存原料只能维持 ３ 天ꎬ
利润几乎为零ꎮ

一上任ꎬ 赵志全烧起 “三把火”: 人事改

革、 劳动改革、 分配改革ꎮ 承包头一年ꎬ 郯南

制药厂实现扭亏为盈ꎻ 第三个年头ꎬ 产值达到

１７００ 万元ꎬ 利润 １２０ 万元ꎮ 赵志全的承诺ꎬ 提

前一年完成ꎮ

数年之后ꎬ 企业再次处于生死关头ꎮ 因为

建设投入大ꎬ 又赶上银根紧缩、 销售回款滞

后ꎬ １９９５ 年ꎬ 正在高速发展期的鲁南制药ꎬ 资

金链面临断裂ꎮ 赵志全把 １９９６ 年定为 “决战

之年”ꎮ
赵志全带着两个司机ꎬ 开着一辆普桑 “出

征”ꎮ 饿了ꎬ 就吃自带的煎饼、 咸菜ꎻ 累了ꎬ
就在车里迷糊一会儿ꎮ ９ 天时间ꎬ 赵志全跑了

东北三省 １８ 个城市ꎮ 那一年ꎬ 鲁南制药实现销

售收入 １ ５ 亿元ꎬ 利税 ５０００ 万元ꎬ 打了一个漂

亮的翻身仗ꎮ

慧眼独具ꎬ 领市场之先

一个是南开大学的博士ꎬ 一个是中国科学

院的博士后ꎬ 刘忠夫妻俩却甘愿留在鲁南小城

费县ꎮ
“毕业前参加招聘会ꎬ 给鲁南制药也投了

简历ꎮ 后来公司就邀请我来看看ꎬ 而且给出路

费ꎮ” 当时ꎬ 对鲁南制药伸来的橄榄枝ꎬ 刘忠

并没有太在意ꎮ
第一次见面ꎬ 刘忠就大感意外ꎮ 一进办公

室ꎬ 赵志全快步到门口相迎ꎬ 面试过程中ꎬ 刘

忠直接和老板对话ꎮ “到实验室一看ꎬ 确实是

搞科研的好地方ꎮ” 刘忠说ꎬ 仪器设备的投入ꎬ
动不动就上千万元ꎬ “在这儿你只要提出来ꎬ
他马上就给你买ꎬ 直接找他签字ꎮ 而且他从来

不干涉实验的进度ꎬ 环境特别宽松ꎮ”
对科研的重视ꎬ 赵志全一以贯之ꎮ ２００１ 年

以来ꎬ 鲁南制药每年科研经费的投入ꎬ 占销售

收入的比例超过 ７％ꎬ 最高时达 １８％ꎮ

７３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ꎬ 赵志全更有着敏锐

的洞察力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企业研制出胃动力药莫沙必利ꎮ

赵志全要求加快速度ꎮ “我们提前完成临床反

馈ꎬ 新药在国内外同时上市ꎬ 这时美国发布了

对同类药西沙必利的警示ꎬ 我们的产品迅速占

据了市场ꎮ” 时任公司技术开发科项目负责人

张卫国说ꎮ

忠诚智慧ꎬ 写壮丽事业

２００２ 年ꎬ 赵志全被确诊为癌症晚期ꎮ 为了

维护企业的稳定发展ꎬ 赵志全和妻子龙广霞决

定保守秘密ꎬ 具体的治疗细节连女儿都不告

诉ꎬ 头发掉光了ꎬ 就定制一个假发套ꎮ
平日里出现在职工们面前的ꎬ 依然是那个

打不垮、 累不倒的赵志全ꎮ 餐厅门前的台阶ꎬ
赵志全平日里一个箭步就蹿上去ꎮ 可在生命最

后几个月ꎬ 他只能一步一歇地上ꎮ 有职工经

过ꎬ 他就停下来ꎬ 笑着点点头ꎬ 或是挥挥手ꎮ
周围没人了ꎬ 他再一步一步挪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深夜ꎬ 赵志全催促身边

的人去休息ꎬ 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处理公务ꎮ
第二天早上ꎬ 工作人员推门进去ꎬ 愕然发现ꎬ
赵志全已溘然长逝ꎮ 桌上ꎬ 放着刚签署的

文件ꎮ
追悼会上ꎬ 职工们才知道ꎬ 赵志全早在

２００２ 年就罹患胸腺癌ꎬ 现场一片哭声ꎮ “他是

所有人的主心骨ꎬ 我们对他的依赖ꎬ 他知道ꎬ
我们也知道ꎮ” 鲁南制药集团副总经理谢宇说ꎮ

“我们鲁南人手拉手ꎬ 勤奋工作争创一

流团结拼搏ꎬ 继往开拓ꎬ 把青春年华献给

壮丽的事业” 笑中带泪ꎬ 龙广霞哼唱起鲁

南制药的厂歌ꎮ 这一字一句ꎬ 都出自赵志全之

手ꎮ 而这ꎬ 也是他最贴切的人生写照ꎮ

心系员工ꎬ 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多年以来ꎬ 赵志全始终不忘初心: 让所有

职工过上好日子ꎮ
房价越来越高ꎬ 买套房动辄几十万元ꎬ 不

少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ꎬ 怎能负担得起? 赵志

全先后投资 ８ 亿多元ꎬ 建设了 ４０００ 多套福利住

房ꎬ 所有员工都可申请居住ꎮ “基本上不收钱ꎬ
分房时只要交 ２ 万元押金就可以了ꎮ” 鲁南制

药集团工会副主席李兵说ꎮ
看到鲁南制药集团下属的新时代药业一位

员工因为家庭困难ꎬ 在餐厅只吃馒头和咸菜ꎬ
他当即给每个员工每月发放 ３００ 元餐补ꎮ “每
个人是不多ꎬ 但是企业有上万人ꎬ 一年就好几

千万元支出ꎮ” 李兵说ꎮ
为员工孩子建最好的幼儿园ꎬ 解决员工子

女入学困难ꎬ 发放安家费ꎬ 每年 １ 个月带薪休

假ꎬ 甚至有旅游补贴ꎬ 就连员工结婚ꎬ 赵志全

都管ꎮ 自 １９９９ 年至今ꎬ 鲁南制药先后举办了

１４ 届职工集体婚礼ꎮ
赵志全就像一个大家长ꎬ 员工缺什么ꎬ 他

就帮员工置办什么ꎮ 在鲁南制药ꎬ “像家一样”
是员工共同的心声ꎮ

在别人眼里ꎬ 企业老总住的是高档别墅ꎬ
谁能想到赵志全一套 ４０ 平方米的旧房ꎬ 一住就

是 ２０ 多年ꎮ “赵总先后放弃了 ６ 次分房的机会ꎬ
要不是房子要拆迁ꎬ 他也不会搬到企业的公

房ꎮ” 李兵说ꎮ
“在员工福利上ꎬ 赵总不问花了多少钱ꎬ

他只问员工是否满意ꎮ” 鲁南制药集团董事、
副总经理张则平说ꎬ “员工满意了ꎬ 他就满

意了ꎮ”

造福社会ꎬ 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赵志全曾说: “我们企业发展了ꎬ 要为社

会作出更大的贡献ꎬ 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ꎮ 同时ꎬ 我们更大的责任就是发展医药事

业ꎬ 能够在全国领先ꎬ 能够为广大人民防病、
治病、 康复、 保健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有位客户在新时代药业厂区转了一遍ꎬ 心

生疑惑: 怎么厂区里的绿化队里都是一些老

人? 听了解释ꎬ 才恍然大悟: 这些都是周边村

子的留守老人ꎬ 公司把他们招进来ꎬ 是为了让

这些老人既有事可做ꎬ 又有份收入ꎮ 厂区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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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种菜队几乎都是周边村庄的人ꎬ 只要他们

愿意ꎬ 赵志全就会提供一个挣钱养家的机会ꎮ
制药企业容易造成污染ꎮ 新时代药业环保

部部长陈建华坦言ꎬ 建设新时代药业初期ꎬ 如

果上马红霉素生产线ꎬ 每年可获得上亿元的利

润ꎬ 但也会产生一定污染ꎮ
赵志全视环保为企业的底线ꎬ “宁愿鲁南

亏ꎬ 不让温河浑”ꎬ 既是他对企业的要求ꎬ 也

是他对当地群众的承诺ꎮ
捐款 ５００ 万元给费县慈善机构ꎬ 帮助修

筑朱田镇上水连峪村的拦河坝赵志全离

世后ꎬ 人们给他算了算账: 捐款捐物累计近

亿元ꎮ 他曾经这样讲过: “企业是社会的细

胞ꎬ 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之一ꎮ 我们的经营

宗旨就是 ‘造福社会ꎬ 为员工创造美好生

活’ ꎮ”

短评: 可贵的精神

沂蒙老区是片红色热土ꎬ 孕育了可贵的沂

蒙精神ꎬ 赵志全正是在沂蒙精神滋养下成长起

来的企业家杰出代表ꎬ 是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

的先进典型ꎮ
赵志全的事迹体现了艰苦创业、 勇于改革

的担当精神ꎮ 他是临沂市首批承包经营试点企

业的先行者ꎬ 用 ２７ 年时间ꎬ 把一个净资产不足

２０ 万元的小厂ꎬ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现代化制药集团公司ꎮ
赵志全的事迹体现了重视科技、 尊重人才

的创新理念ꎮ 他奉人才为宝ꎬ 聚集了一支实力

雄厚的优秀科研团队ꎮ
赵志全的事迹体现了实业报国、 造福社会

的责任情怀ꎮ 他坚守理想ꎬ 把 “安全、 环保、
质量” 作为企业长青的基石ꎻ 他奉献大爱ꎬ 捐

资助学ꎬ 扶危济困ꎬ 而他自己ꎬ 一台普桑跑了

６０ 多万公里ꎬ 一套 ４０ 平方米的房子住了 ２０
年ꎬ 亲属未在企业担任高管ꎮ

赵志全留下的不仅是丰厚的物质财富ꎬ 更

是鼓舞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财富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２５ 日 «人民日报»)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魏德友和许帅先进事迹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

模” 魏德友和许帅的先进事迹ꎮ
魏德友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 １６１ 团

退休职工、 护边员ꎮ 他秉承 “我为祖国守边

防” 的坚定信念ꎬ 五十二年如一日扎根艰苦偏

远地区巡边护边ꎬ 至今过着 “家住路尽头ꎬ 放

牧就是巡逻” 的生活ꎬ 被誉为边境线上的 “活
界碑”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授予其 “兵团

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ꎮ

许帅生前是河南省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

长ꎮ 他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ꎬ 始终把群众

利益放在最高位置ꎬ 为救助对象办实事解难

事ꎬ 虽罹患重病仍坚守岗位、 默默奉献ꎬ 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ꎮ 河南省委授予其 “优秀共产

党员” 称号ꎬ 民政部授予其 “孺子牛奖”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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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党员和他的二十万公里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职工、 护边员魏德友

魏德友今年 ７６ 岁ꎬ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九师 １６１ 团一名退休职工ꎬ 他和妻子刘京好居

住在中哈边境 １７３ 号界碑东南 ４ 公里处ꎮ
五十二年如一日ꎬ 魏德友和妻子在边境线

上放牧巡边ꎬ 总里程达 ２０ 多万公里ꎬ 相当于绕

赤道走了 ５ 圈ꎻ 堵截越界牲畜数万只 (头)ꎬ
劝返临界人员千余人次ꎬ 至今未发生一起涉外

事件ꎮ 他们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不忘初心的

坚守ꎬ 让很多人深受感动ꎮ

从北京到边陲

“魏德友原是北京军区某部的一名通信兵ꎬ
表现突出ꎬ 本打算转业后留在北京ꎮ 后来他改

变了决定ꎮ” １０ 月初ꎬ 兵团第九师 １６１ 团宣传

科副科长庄玉红向记者介绍ꎮ
１９６２ 年ꎬ 新疆伊犁、 塔城地区先后发生了

边民越境事件ꎮ 根据国家部署ꎬ 兵团调遣干

部、 职工奔赴当地维护社会治安ꎬ 施行代耕、
代牧、 代管ꎮ

“边防危难ꎬ 国无宁日! 作为一名军人ꎬ
我们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ꎮ” １９６４ 年年初ꎬ 魏

德友响应中央号召ꎬ 从北京来到祖国西部边

陲ꎬ 成为九师 １６１ 团原兵二连的一名 “新战

士”ꎮ
为了筑牢国防屏障ꎬ 原兵二连没有设在外

逃边民遗留的农牧作业点ꎬ 而是进驻到额敏河

畔萨尔布拉克春秋草场ꎮ 这里地势平缓ꎬ 边境

前沿缺少天然屏障ꎬ 盐碱较重ꎮ 特别是春秋两

季牧民转场过来后ꎬ 草原上 ３３ 处放牧点ꎬ 牲畜

可达上万头 (只)ꎮ

面对戈壁荒滩ꎬ 全连齐上阵ꎬ 放牧的间

隙ꎬ 开荒、 种树、 掏地窝子ꎮ “当时ꎬ 靠着两

个黑面馒头ꎬ 我们一天能开一亩多地或挖二三

十个树坑ꎮ” 魏德友说ꎬ “大家手上的茧结了一

层又一层ꎬ 有的拳头都握不紧ꎬ 但人人斗志

昂扬ꎮ”
兵二连干部职工的到来ꎬ 让戈壁草场开始

有了庄稼、 林带ꎮ

驻守最前沿

“我们要用 ‘南泥湾精神’ 创建新家园!”
时任连长张万台的话令魏德友终生难忘ꎮ 立志

报效祖国的魏德友从山东老家把扎着大辫子的

刘京好接到兵二连ꎬ 在地窝子里结婚成了家ꎮ
“家住路尽头ꎬ 种地是站岗ꎬ 放牧是巡

逻ꎮ” 魏德友和妻子每天放牧巡逻在萨尔布拉

克、 额敏河南畔ꎬ 筑起了长达 ２０ 公里的 “移
动界碑”ꎬ 守护着祖国的领土ꎮ

那个时期ꎬ 边防斗争最激烈、 最危险的工

作要数放牧了ꎮ 魏德友请缨到萨尔布拉克担任

了牛群组组长ꎬ 拖家带口住进了萨尔布拉克半

地窝子里ꎮ
“１９６９ 年ꎬ 边境事件频发ꎮ 我参加了 ‘铁

牛队’ 行动ꎮ” 魏德友回忆说ꎮ 那一年ꎬ 他们

的大女儿不足 ３ 岁ꎬ 儿子还在吃奶ꎮ 妻子央求

他ꎬ 萨尔布拉克冬天封路ꎬ 雨天泥泞ꎬ 孩子们

太小ꎬ 能不能和大家一起搬到新连队? 他回

绝: “不行! 要不你走ꎬ 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１９７２ 年冬季ꎬ 驻守在离边境线 ４ 公里的连

队牧业点期间ꎬ 魏德友在粉碎草料时ꎬ 一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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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套线头被卷进机器ꎬ 双手被粉碎机吞噬ꎮ
拔出时双手血肉模糊ꎬ 左手食指只剩下半根ꎮ
由于远离医院ꎬ 只能简单处理伤口ꎬ 魏德友的

手留下残疾ꎬ 至今一碰到盐碱水土ꎬ 皮肤就会

严重皴裂ꎬ 钻心地痛ꎮ
一年冬季ꎬ 魏德友骑马沿着边境放牛ꎬ 发

现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ꎮ “我迅速卧倒在地ꎬ
睁大双眼死死盯着ꎮ 飞机一离开ꎬ 便连忙跑到

盘旋区域搜寻ꎬ 发现了踏入我方的脚印ꎮ” 魏

德友快马加鞭到连队汇报ꎬ 并和连队职工一起

展开地毯式搜查ꎬ 将可疑人员逼退回境外ꎮ

矢志不移终留守

１９８１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建制以后ꎬ
兵二连所属地交给了地方管辖ꎮ 由此ꎬ 兵二连

百余户人家ꎬ 分批陆续撤离屯垦戍边 ２０ 年、 用

双手构筑的萨尔布拉克ꎮ １９８４ 年ꎬ 随着兵二连

完全撤离ꎬ 党支部撤并ꎬ 牛群被拍卖ꎬ 魏德友

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停薪留职ꎬ 买了牛羊ꎬ 在

全团率先发展养殖业ꎮ
“老魏ꎬ 您既然决定不走了ꎬ 边防站想把

用于改善战士伙食的羊群交给你ꎮ 另外ꎬ 春秋

牧民一迁徙ꎬ 这里成了荒凉的无人区ꎬ 即便是

牧民搬回来ꎬ 牲畜在没有防护设施的状况下易

造成越界ꎮ 您有戍边经验ꎬ 就请您当护边员

吧ꎮ” 时任辖区边防站连长的白松找到魏德友ꎮ
魏德友一口应承下来ꎮ

可困难真不少ꎮ 一个深夜ꎬ 屋外的狗叫个

不停ꎮ 魏德友打着手电筒出门ꎬ 发现羊群已被

赶出羊圈ꎬ 一收拢竟然少了 ３６ 只ꎮ 在一个雾

天ꎬ 有人趁魏德友不备冲散羊群ꎬ 又丢了 ８０ 只

羊ꎮ 其中ꎬ 边防站的羊损失达 ３０ 只ꎬ 他自掏腰

包买羊补上ꎮ 妻子哭着说: “咱们还是搬家

吧!” “越是这样越不能走ꎬ 哪怕是一只羊都没

有了ꎬ 我也要守在这里ꎮ” 他坚定地说ꎮ
后来ꎬ 边防站把边境前沿的一片区域指定

为魏德友的放牧巡边区ꎬ 并配发了 “义务护边

员” 袖章和一架望远镜ꎮ
放牧巡边中ꎬ 魏德友几次差点丢掉性命ꎮ

一次ꎬ 猛烈的暴风雪让他迷失了方向ꎬ 幸亏口

袋里装了一把应急电筒ꎬ 他竭力向远处微弱的

亮光处不停闪光ꎬ 最终被边防官兵营救了ꎮ
魏德友为边防站放羊 １５ 年ꎬ 未曾要过一分

钱的放牧费ꎮ 虽然党支部被撤并了ꎬ 但魏德友

几十年里没落下一分钱党费ꎬ 有时托人代缴ꎬ
有时自己到 ３０ 公里外的团组织科缴纳ꎮ 因常年

放牧巡边ꎬ 过不上组织生活ꎬ 他就到边防站与

边防战士一起学习ꎮ 更多的时候ꎬ 他放牧时在

脖子上挂个收音机ꎬ 从广播里聆听中央的

声音ꎮ

短评: 赢在做好一件事

已是 ７６ 岁高龄的魏德友与妻子刘京好依然

坚守在额敏河畔的萨尔布拉克边境线ꎬ 放牧护

边ꎮ 作为老党员和老军垦ꎬ 这对夫妻用大半辈

子时光做好 “我为祖国守边防” 这一件事ꎬ 成

为一座不换防的 “夫妻哨所”ꎬ 维护边境安宁ꎮ
他们生动诠释了兵团人 “誓做永不移位的生命

界碑” 的高尚情怀ꎬ 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大写

的职责和承诺ꎮ
执着坚守信念ꎬ 需要我们像魏德友一样忠

诚守望、 矢志不移ꎬ 在岗位上默默奉献ꎬ 争当

时代先锋ꎬ 践行热爱军垦、 献身国防的铮铮

誓言ꎮ
执着坚守信念ꎬ 需要我们像魏德友一样始

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ꎬ 做新时期讲政治、 有信

念ꎬ 讲规矩、 有纪律ꎬ 讲道德、 有品行ꎬ 讲奉

献、 有作为的合格共产党员ꎬ 为民服务、 敢于

担当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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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献给需要帮助的人
———追记河南省安阳市救助站原站长许帅

雨后的河南安阳ꎬ 气温骤降ꎬ 市救助站

内ꎬ 却暖意融融ꎮ 踏着歌曲 «小苹果» 的节

拍ꎬ 几十名流浪乞讨人员在院子里舞动起来ꎮ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智障患者ꎬ 经常食不果

腹、 无处安身ꎮ 但他们是幸运的ꎬ 救助站原站

长许帅顶住压力、 冒着风险ꎬ 把这些人请进

“家”ꎬ 在全国开创了 “公开招标购买服务、 医

助结合站内照料” 救助管理模式ꎮ
在身患胃癌四期的情况下ꎬ ３７ 岁的许帅还

顽强地与病魔赛跑ꎬ 生命的最后还想着 “开个

班子会ꎬ 研究救助站二期工程建设”ꎮ

“医助结合”ꎬ 救助站开创新模式

提起 “小苹果”ꎬ 安阳市救助站的工作人

员都记忆犹新ꎮ
“ ‘小苹果’ 是救助站里诞生的第一个女

婴ꎬ 现在两岁多了ꎬ 大家都很想念这小家伙ꎮ”
安阳市救助站副站长杨瑞红说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一名怀孕 ８ 个月的流浪女到救助站ꎬ ２０ 天后

“小苹果” 出生ꎮ ９ 个月后ꎬ 救助站找到母女俩

的亲人ꎬ 把她们送到广西老家ꎮ
“小苹果” 是早产儿ꎬ 她母亲也是智障患

者ꎬ 如果不是医护人员的及时救助和精心护

理ꎬ 也许故事会被改写ꎮ
这得益于安阳市救助站开创的 “公开招标

购买服务、 医助结合站内照料” 救助管理

模式ꎮ
当时ꎬ 安阳市救助站和全国兄弟单位一

样ꎬ 受人员、 设施等因素制约ꎬ 曾将滞留的智

障类特殊救助对象交给代养机构照料ꎮ 但由于

疏于监管ꎬ 这部分人员生活条件极差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许帅提出 “医助结合” 的工作设

想ꎬ 尝试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ꎮ
“这些滞留人员大多是智障患者ꎬ 身上还

有传染病ꎬ 比孩子还难管ꎬ 如果发生意外ꎬ 救

助站要担责ꎮ” 当时ꎬ 救助站内部意见并不

统一ꎮ
但许帅说ꎬ 救助站就是流浪乞讨人员的

家ꎬ 就是让他们饿了有饭吃ꎬ 困了有床躺ꎬ 病

了有人管ꎬ 求告有人应ꎮ
在许帅的坚持下ꎬ 安阳市按摩医院与安阳

市救助管理站合作ꎬ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

全国率先设立医疗安置区ꎬ 对受助人员分级护

理、 精准救助ꎬ 他们不仅生活有保障ꎬ 还能得

到基本医疗、 康复训练等服务ꎮ
“事实证明ꎬ 许帅的想法是对的ꎮ” 同事吴

青山说ꎬ 不少受助人员经过精心治疗ꎬ 恢复意

识ꎮ “小苹果” 的母亲恢复记忆ꎬ 早产的 “小
苹果” 平安降生ꎮ 如今ꎬ 救助站里又诞生了一

名女婴ꎬ 取名 “小鸭梨”ꎮ
自医疗安置区设立以来ꎬ 安阳市救助管理

站收治智障、 癫痫等流浪乞讨人员 ２００ 余人ꎬ
其中有 １３８ 人病情好转ꎬ 有 １２８ 人被顺利护送

回家ꎮ

抗争病魔ꎬ 为事业甘做 “孺子牛”

就在救助事业风生水起时ꎬ 病魔正在悄悄

“侵蚀” 这位年轻人ꎮ
许帅的邻居、 和他共事六年的冯琳回忆ꎬ

自从自愿参加四川 “５１２” 抗震救援工作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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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帅更加关注公益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他通过竞争上岗

当上安阳市救助站站长ꎮ
从此ꎬ 救助站成了许帅的 “新家”ꎮ 他对

特殊群体的爱体现在点点滴滴: 将所有床头改

为无棱角床头ꎬ 所有暖气片都改成地暖ꎬ 就连

拆除铁窗时留下的钢筋茬子ꎬ 也全都打磨平

整ꎻ 与公安部门对接ꎬ 将全站受助人员 ＤＮＡ 推

送至全国救助寻亲网ꎻ 推进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试点ꎻ 帮助聋哑流浪儿童重返校园
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和不规律生活ꎬ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许帅出现腹痛、 便血等症状ꎻ 同

年 １１ 月ꎬ 被确诊为胃癌四期ꎬ 医生诊断: 还有

３—６ 个月的存活期ꎮ
和父亲大吵一架后ꎬ 倔强的许帅放弃在北

京的治疗ꎬ 回到安阳边化疗边工作ꎮ
这位不听话的病人也让医护人员既头疼又

感动ꎮ
“张护士ꎬ 我挺得住ꎬ 就是怕化疗弄乱我

的发型ꎮ” 许帅笑着说ꎮ 后来ꎬ 头发也掉光了ꎬ
他又称自己为 “光头老衲”ꎮ 许帅的幽默、 乐

观和坚强ꎬ 也感染了病房里的患者和家属ꎮ
“由于腹腔大量积液ꎬ 最严重时每天要排

出 １０ 余斤液体ꎮ” 安阳市肿瘤医院护士张龙琳

不敢想象ꎬ 对工作的爱竟可以战胜病痛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安阳遭遇特大暴雨ꎬ 许帅委

托父亲向受灾群众捐款 １０００ 元ꎮ
“治疗费用就是无底洞ꎬ 我们不能接受他

们的捐款ꎮ 但这父子俩都很执拗ꎮ” 安阳市总

工会宣教部部长、 许帅先进事迹报告团团长张

艾敏说ꎮ
７ 月 １１ 日ꎬ 民政部领导同志赶到安阳ꎬ 把

民政部最高荣誉奖 “孺子牛奖” 奖杯和证书送

到许帅手中ꎮ
８ 月 ２ 日ꎬ 许帅请求父母开车带他偷偷溜

到救助站ꎮ 他挂念着救助站外墙的违章建筑是

否停工、 今年新栽的果树是否结果
９ 月 １ 日凌晨ꎬ 在与癌魔抗争 ６００ 余天创

造生命奇迹后ꎬ 许帅永远闭上了双眼

短评: 为敢于担当的 “孺子牛” 点赞

如果不是实地探访ꎬ 你不会理解他开创的

“医助结合”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新模式的意义ꎻ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成摞的尿不湿ꎬ 你不会理解

一个救助站长对工作的痴爱、 一个男人与癌魔

抗争 ６００ 余天的决心ꎻ 如果不是见证两位年轻

人因为他的角膜捐献而重见光明ꎬ 你不会理解

一名救助站长把自己彻彻底底奉献出去的无

私
安阳市救助站原站长许帅身上彰显了心系

群众、 视救助对象为亲人的情怀ꎬ 求真务实、
积极谋事创业的追求ꎬ 以及乐观豁达、 坦然面

对病魔的胸襟ꎬ 深刻诠释了民政干部 “俯首甘

为孺子牛” 的精神风貌ꎬ 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年

轻党员干部的时代风采ꎬ 无愧于 “孺子牛奖”
的称号ꎮ

为许帅点赞ꎬ 赞他牢记宗旨、 对党忠诚的

政治品质ꎻ 赞他爱岗敬业、 忘我工作的优良作

风ꎻ 赞他勇于创新、 敢于担当的进取精神ꎻ 赞

他恪尽职守、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ꎮ 坚定理

想、 克难攻坚ꎬ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ꎬ 他是所

有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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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授予 “不忘初心的好民警” 陈清洲
“时代楷模” 荣誉称号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不忘初心

的好民警” 陈清洲的先进事迹ꎬ 授予陈清洲

“时代楷模” 荣誉称号ꎮ
陈清洲现任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

指挥情报中心教导员ꎬ 他出生在革命家庭ꎬ 自

幼受祖辈和父辈的影响ꎬ 打下深深的 “红色印

记”ꎮ 参加工作成为人民警察后ꎬ 他始终传承

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ꎬ 坚定正确的

理想信念ꎬ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ꎬ 二十年如一日奋战在公安基层一线ꎬ 忠诚

履职、 忘我工作、 积极推动改变当地落后的交

通状况ꎬ 长年走进学校、 企业、 社区宣传交通

安全、 治安防范和反诈骗知识ꎬ 开办微博积极

帮助寻找走失人员ꎬ 为广大群众办了大量的好

事实事ꎬ 今年 ９ 月因积劳成疾病倒在工作岗位

上ꎮ 陈清洲曾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 １ 次、 二等

功 ２ 次、 三等功 ２ 次ꎬ 被广大干部群众誉为

“不忘初心的好民警”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人民日报»)

他用真情把百姓暖透
———记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指挥情报中心教导员陈清洲

在人们的生活中ꎬ 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东

西ꎮ 路灯朴实平凡ꎬ 但能默默发光ꎬ 不懈地照

亮前行的路ꎬ 为百姓送去平安ꎮ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指挥情报中

心教导员陈清洲就是这样一盏 “灯”ꎮ 从警 ２１
年来ꎬ 他忠于职守、 甘于奉献、 润物无声ꎬ 竭

力发出最强的光亮ꎮ 不幸的是ꎬ 陈清洲这盏灯

照亮了别人却燃烧了自己ꎬ 在今年 “Ｇ２０ 杭州

峰会” 安保、 防抗 “莫兰蒂” 超强台风任务

中ꎬ 陈清洲累倒在工作岗位上ꎬ 并被诊断为肝

癌晚期ꎮ

６０００ 万元ꎬ “亮灯” 警察筹款

改善交通

　 　 陈清洲 １９９５ 年参加公安工作ꎬ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就任厦门市公安交警支队的灌口中队指导

员ꎮ 当时灌口辖区交通情况极为复杂和落

后———路口多、 弯道多、 陡坡多ꎬ 没有一座红

绿灯ꎬ 也没有一座人行天桥ꎬ 辖区 １５ 公里的

３２４ 国道段夜里漆黑一片ꎮ 当时的数据显示ꎬ
灌口辖区交通事故 ８０％发生在夜间ꎮ “亮灯”ꎬ
成为破解交通难题的当务之急ꎮ

说起当时的情形ꎬ 陈清洲女儿还讲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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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小插曲ꎮ “爸爸到任新岗位的第三天晚上ꎬ
我问他 ‘爸爸是不是不乖ꎬ 怎么被赶到这个黑

乎乎的地方来’ꎮ 那时候我才 ４ 岁ꎬ 谁知道无

心的一句话刺痛了爸爸的神经ꎮ”
自此ꎬ 陈清洲就经常夹着一个本子出门ꎬ

本子逐渐被各种线条、 标识物填满: 这里有学

校ꎬ 缺少斑 马 线ꎻ 这 里 岔 口 多ꎬ 需 要 红 绿

灯 “从灌口往漳州方向有一条复杂山路ꎬ
弯道多ꎬ 陡坡多ꎮ 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很少有人会

来ꎬ 准备打 ‘退堂鼓’ꎬ 可清洲坚持要徒步上山

勘察ꎬ 后来那里变成了一条有完善交通标识的

美丽乡村路ꎮ” 灌口镇村建办的赖志年回忆ꎮ
紧接着ꎬ 陈清洲根据实地勘察设计出交通

设施规划图ꎬ 取名 “亮灯工程”ꎮ “当时预计至

少要 ３０００ 万元ꎬ 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ꎬ 可他坚

持事情一定要干ꎬ 而且坚信一定能干成ꎮ” 原

灌口镇副书记黄进勤说ꎬ “那两年ꎬ 他总是随

身携带勘察报告和规划图ꎬ 各种交流会、 座谈

会ꎬ 只要抓住机会ꎬ 就不厌其烦地向各级领导

汇报和 ‘游说’ꎮ”
“投入 ３０００ 万ꎬ 一年少死 ５ 个人ꎬ 两年就

是 １０ 个人ꎬ １０ 年就可以挽救 ５０ 个人的生命ꎮ
政府拿出一点钱ꎬ 既能避免事故ꎬ 又完成了百

年大计ꎮ” 陈清洲总是和当地领导算这笔账ꎬ
终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ꎮ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９ 年ꎬ
相关部门投入 ６０００ 万元ꎬ 先后建起了 １５ 座红

绿灯、 ６ 座高位照明灯、 ３ 座人行天桥、 １８ 条

斑马线、 ８６ 面交通标志、 万米隔离护栏ꎮ 村民

门口的路亮了ꎬ 大家因此给他起了一个亲切的

名字——— “亮灯” 警察ꎮ

３０００ 余场ꎬ 警察用 “教授嘴”
开展平安宣讲

　 　 路灯亮了ꎬ 交通事故减少了ꎬ 可 “减少”
并不等于 “没有”ꎮ 陈清洲深感治标更需治本ꎬ
保障安全还需心中 “亮灯”ꎮ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记者

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灌口中队ꎬ 院子面积不

大ꎬ 可这里设有交通安全宣教室、 交通事故模

拟展厅等等ꎬ 随处可见他的劳动成果ꎮ

其中ꎬ 一辆破损不堪的摩托车停放在院子

中间ꎬ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ꎮ 灌口中队中队长陈

彬说陈清洲是一个有心人ꎬ “２００７ 年一部摩托

车载着两名乘客发生车祸ꎬ 驾驶员当场丧生ꎮ
陈清洲主动留存了这部摩托车ꎬ 将其固定在一

部四轮小推车上ꎬ 变成了现在的 ‘六轮’ꎬ 经

常推到路面上、 广场上开展宣传教育ꎮ”
１５ 日上午ꎬ 记者来到灌口镇李林小学ꎬ 同

学们正在做课间体操ꎬ 很多体操动作竟然是交

警手势ꎮ “早些年ꎬ 这里的孩子多为外来人口ꎬ
交通安全意识不强ꎮ 学校又紧邻交通复杂的

３１９、 ３２４ 国道ꎬ 安全隐患突出ꎮ 为了增强孩子

们的交通安全意识ꎬ 陈清洲主动和我们沟通建

立一个交通模拟实验基地ꎮ 方案、 设计、 人

员、 物力、 财力、 安全教材他面面俱到、
亲力亲为ꎬ 这才有了今天的成果ꎮ” 李林小学

校长陈美宗说ꎮ
熟悉陈清洲的人都说ꎬ 他长着一张 “农民

脸” “教授嘴”ꎬ 这 “教授嘴” 就是指他生动

活泼的授课内容和充满激情的授课方式ꎮ 从警

２１ 年以来ꎬ 陈清洲在辖区内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和反诈骗宣传 ３０００ 余场ꎮ 今年 ９ 月ꎬ 针对高校

学生频频遭受电信诈骗这一问题ꎬ 陈清洲利用

“开学季” 走进厦门市集美区各大高校ꎬ ２１ 天

时间连续上了 １９ 堂防范诈骗宣教课ꎬ 深受大学

新生欢迎ꎮ
为了让更多的人树立安全意识ꎬ 陈清洲不

放弃一切机会和平台ꎬ ２００９ 年在全市交警中开

设首个实名微博ꎮ 陈清洲在灌口派出所的老搭

档、 现任集美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光锋还告

诉记者: “电视开机后会有 １ 分钟广告ꎬ 一般

人不会理睬ꎬ 可陈清洲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机

会ꎬ 便积极协调开办了一个 ‘清洲说警事’ 的

公益节目ꎮ 如今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节目知道

公安队伍有个陈清洲的ꎮ”

３６ 小时ꎬ 为民坚守抗击台风

“亮灯” 警察陈清洲确实与 “灯” 有缘ꎮ
他年少时就有当警察的梦想ꎬ 可是家里贫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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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夜间读书准备考试的电费难以承受ꎮ 他很

快想到了一个办法———一家纺织厂的缝纫机装

有照明灯ꎬ 适合用来读书ꎮ 他通过关系找到纺

织厂厂长ꎬ 一番软磨硬泡ꎬ 厂长破例准许他在

晚上 １０ 点工厂下班后ꎬ 借用一台缝纫机灯光就

读ꎬ 从此纺织厂下半夜便多了一名编外 “保

安”ꎮ 通过不懈努力ꎬ 他如愿成为一名警察ꎮ
一盏灯ꎬ 开启了他的从警之路ꎻ 陈清洲决

心自己也要做一盏灯ꎬ 来照亮他人ꎮ 他多年前

就被查出患有肝炎ꎬ 不应该再加班熬夜ꎬ 可拼

命三郎的个性驱使他照常前行ꎮ 今年 ７ 月份ꎬ
他的常规体检报告显示甲胎蛋白偏高ꎬ 医生再

三叮嘱他要抓紧复查ꎬ 但面对 Ｇ２０ 杭州峰会安

保、 抗击 “莫兰蒂” 超强台风等战役ꎬ 他依然

连续加班加点、 忘我工作ꎮ
９ 月 １４ 日是陈清洲值班ꎬ 他一如既往地第

一个到单位ꎮ “我总开他玩笑ꎬ 说每天早晨食

堂第一口饭都是你吃的ꎮ” 王光锋回忆ꎮ 这一

天陈清洲似乎到的比平常还要早———根据天气

预报ꎬ 破坏力极强的台风 “莫兰蒂” 逼近

厦门ꎮ
据集美分局很多同事介绍ꎬ 从台风来临前

的 １４ 日上午 ８ 点ꎬ 到台风登陆后的当晚 ８ 点ꎬ
陈清洲在岗位上坚守了 ３６ 个小时ꎮ 这 ３６ 个小

时里ꎬ 他主要做了四件事: 台风逼近时ꎬ 紧急

疏导大桥和高速路口的堵情ꎬ 并发布交通预警

信息ꎻ 台风肆虐时ꎬ 及时转移设备ꎬ 确保 “生
命救援热线” 的安全ꎻ 警情复杂时ꎬ 直接进行

扁平化指挥ꎬ 为救援赢取时间ꎻ 台风过后ꎬ 为

恢复警务通讯、 保障基本接处警ꎬ 他出谋划

策、 现场处置每一件事ꎬ 对于确保辖区群

众的生命安全ꎬ 都意义非凡ꎮ
在厦门遭遇 “莫兰蒂” 后不久ꎬ 陈清洲也

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困难———被确诊为肝癌晚

期ꎮ “按照事后推断ꎬ ‘莫兰蒂’ 肆虐的那个夜

晚ꎬ 癌细胞已经在陈清洲的体内横行ꎬ 真是无

法想象一个肝癌晚期的病人ꎬ 忍受如此大的痛

苦还能坚持工作ꎮ” 同事杨英东说ꎮ
９ 月 ２３ 日ꎬ 核磁共振检查结束后ꎬ 医生告

诉陈清洲结果不是太好ꎬ 需要进一步确诊ꎮ 即

便如此ꎬ 他还是没有推掉原来就定好的两堂反

诈骗宣传大课———在数千人面前ꎬ 他依然是那

副阳光般的笑容ꎮ ９ 月 ２８ 日ꎬ 在陈清洲进入手

术室的前一天ꎬ 他还发了一条微博: “集美大

学的老师、 同学们ꎬ 对不起ꎬ 清洲这次失约

了ꎬ 下次一定补上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在陈清洲被确诊为肝

癌的当天ꎬ 一条 “扩散ꎬ 那个爱帮人的厦门交

警陈清洲被查出肝癌ꎬ 谁能救救他” 的消息在

朋友圈快速传播ꎬ 短短几天内就收获评论转发

４００ 余万条 (次)、 阅读量过亿ꎬ 成千上万的网

友留言 “清洲加油!” “清洲挺住!”
一名普通基层民警为什么能得到网友自发

的关注和祝福? 有人这样解释ꎬ “因为他全心

全意地履行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ꎬ 用心用情地

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ꎮ”

做工作既下 “笨功夫”ꎬ 又用巧办法

作为交警ꎬ 处罚交通违法行为是分内事ꎮ
面对处罚ꎬ 有人接受ꎬ 有人不服ꎬ 还有人不以

为然、 反复违法ꎮ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ꎬ 陈清洲

下了 “笨功夫”ꎮ
周育辉是灌口镇个体劳动者协会主席ꎬ 他

和陈清洲打了十年的交道ꎬ 可他们的结缘竟是

因为一张交通罚单ꎮ 一天ꎬ 周育辉骑摩托车在

灌口的道路上疾驶ꎬ 一名交警将他拦了下来ꎬ
“同志ꎬ 你骑摩托车没戴安全头盔ꎬ 违反了交

通规则ꎬ 请下车接受处罚”ꎮ 周育辉当场恼火ꎬ
“多大点事ꎬ 你们交警就是会罚款!” 这名交警

是陈清洲ꎮ
周育辉显然缺少一根交通安全弦ꎮ 陈清洲

事后多次主动上门讲解规则ꎬ 终于打动了周育

辉ꎮ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ꎬ 幸好我戴了头盔ꎬ
否则可能就活不成了ꎮ 这下我彻底明白了陈清

洲是为我好ꎬ 是对我的生命负责ꎮ”
陈清洲抓工作还有很多巧办法ꎮ 据集美分

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原灌口派出所所长王光锋

回忆ꎬ “以前派出所停车特别乱ꎬ 大家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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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围扎堆ꎮ 陈清洲也注意到这个问题ꎬ 他巧

妙地提出了一个 ‘停车远靠　 风格最好’ 的标

语ꎬ 一下子抓准了不少人的心理ꎬ 车辆停放从

此变得井然有序ꎮ”
“陈清洲从小在农村长大ꎬ 最能理解农民

的心情ꎬ 对农民总是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ꎮ”
王光锋说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派出所的巡逻人员

遇到了一头走丢的耕牛ꎬ 第一天并未找到失

主ꎬ 牛就养在了派出所空地ꎮ 夜里ꎬ 已经睡下

的陈清洲又起身下了床ꎬ 到食堂盛了一些水ꎬ
还抓了一把盐ꎬ 兑成盐水给牛喝ꎮ 作为农民的

儿子ꎬ 他知道天气炎热ꎬ 牛需要喝水ꎮ 而加点

盐ꎬ 牛才不容易生病ꎮ 对一头耕牛ꎬ 清洲尚且

如此用心ꎬ 更何况对群众?”

变身 “公安大 Ｖ”ꎬ
帮助群众找回走失人员 ３００ 多人

　 　 为了在更宽广的平台宣传安全知识ꎬ 让更

多人受益ꎬ ２０１０ 年陈清洲开通了个人新浪微博

＠ 交警陈清洲ꎮ ６ 年来ꎬ 他每天坚持在完成繁

重的警务工作后ꎬ 花费五六个小时更新维护内

容ꎬ 一一回复留言ꎮ 共发布微博 ４ ７ 万条ꎬ 内

容包括安全提示、 警察故事等信息ꎬ 受到不同

网络人群的欢迎ꎬ 目前他的微博粉丝近 ８０ 万ꎮ
厦门市民黄用的儿子黄圣楠从出生起就患

有罕见疾病ꎬ 只能靠一种特殊药物维持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药物断了货ꎬ 圣楠陷入危险中ꎮ 陈清

洲听说此事后ꎬ 立即发出一条 “为小圣楠求

药” 的微博ꎮ 短短几天ꎬ 这条微博就被转发了

２０００ 多条ꎮ ５ 天后ꎬ 在广州网友的帮助下ꎬ ５
粒救命药被找到ꎬ 挽救了小圣楠的生命ꎮ

陈清洲指尖敲击的是键盘ꎬ 承载的是使

命ꎻ 鼠标连接的是微博ꎬ 牵挂的是百姓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他受到公安部一档打拐节目的启发ꎬ 开始

琢磨如何利用他的微博力量ꎬ 为更多走失、 被

拐孩子找到回家的路ꎮ 于是ꎬ 他开办了 “清洲

帮寻人” 公益寻人专栏ꎬ 迄今为止阅读量已达

１３ ３ 亿人次ꎬ 共帮助找回走失人员 ３００ 多人ꎮ
厦门市民邱美丽专程找到记者ꎬ 表达对陈

清洲的感谢ꎬ “我的母亲身体不好ꎬ 还有些失

忆症状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的一天ꎬ 我下班回家发现

母亲不见了ꎬ 一家人快要崩溃了ꎮ” 拨通了陈

清洲的电话后ꎬ 邱美丽马上获得了帮助ꎮ 十几

分钟后ꎬ 一条微博就从陈清洲的账号上发出:
“急、 急、 急! 急寻走失的妈妈: 邱能秀ꎬ ５４
岁ꎬ 身高 １ 米 ５５” 陈警官那天数次转发微

博ꎬ 协调联系ꎬ 很快就有了线索ꎬ 找到了邱美

丽的母亲ꎮ

“１２ 张罚单” 背后ꎬ
是从不解与怨怪到祝福和感动

　 　 在陈清洲无私奉献的过程中ꎬ 有一个人始

终默默地关注他ꎬ 这个人叫林伟健ꎮ
“我 １６ 岁初中毕业那年ꎬ 有些叛逆ꎬ 从朋

友那借来一辆摩托车ꎬ 载着两个哥们ꎬ 天天在

集美灌口飙车ꎮ 没潇洒几天ꎬ 就被陈清洲拦下

了ꎮ 事后我不以为然ꎬ 继续飞驰在灌口的大街

小巷ꎮ” 林伟健回忆ꎬ “有一天ꎬ 记不清那是第

几次被陈清洲拦下ꎬ 未成年、 超载、 穿拖鞋、
没戴头盔他一下子给我开了 １２ 张罚单ꎬ 还

没收了摩托车ꎬ 当时真是满肚子怨愤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林伟健读高二ꎬ 他又遇见了陈清

洲ꎮ 这一次是在学校举行交通知识讲座ꎬ 林伟

健搬着板凳到操场就愣住了ꎬ 望着台上站着的

陈清洲ꎬ 心里依然有些怨愤ꎬ “你也不能一次

给我开 １２ 张罚单啊!” 但看到陈清洲将枯燥的

安全知识讲得生动有趣ꎬ 他又有些触动ꎬ “讲
得还不赖嘛ꎮ”

“我 ２０１３ 年大学毕业回厦门时ꎬ 陈清洲已

经是微博名人了ꎮ 一提到寻人找人ꎬ 大家都想

起他ꎮ” 林伟健告诉记者ꎬ “闲暇时ꎬ 我也会关

注陈清洲的微博ꎬ 看着他为了走失的孩子心

急、 奔走ꎬ 看着他为了走失的老人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ꎬ 我真的被感动了ꎮ 有多少人能像他

一样一直坚持把一件事做好? 他真是个好人ꎮ”
当看到陈清洲得病的消息时ꎬ 林伟健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ꎬ 他在网上打下这么一段话ꎬ
“虽然 ２００６ 年你给我开过 １２ 张罚单ꎬ 还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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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摩托车ꎬ 但是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ꎬ
你是个好人! 希望好人一生平安! 一切都能挺

过去!”
像林伟健这样被陈清洲打动的人还有很多

很多ꎮ 正如陈清洲的同事们所说ꎬ “他是一个

亲民为民的故事篓子ꎮ 如今ꎬ 陈清洲不得不因

病暂离岗位ꎬ 他的微博也有一段时间没更新

了ꎮ 我们都盼望他早日归来ꎮ”

短评: 做好每一件简单的事ꎬ
就是不简单

　 　 有人说ꎬ 和平年代难有英雄ꎮ 我说这是一

种偏见ꎬ 人们固有印象中的一生轰轰烈烈的传

奇ꎬ 只是英雄的一种类型ꎮ 现实生活中并不是

没有美ꎬ 只是缺乏一双发现美的眼睛ꎮ 关于陈

清洲的采访让我更加坚信上述想法ꎬ 内心笃定

的陈清洲就是我们当今社会需要关注、 值得学

习的英雄ꎮ

陈清洲开出一张交通罚单ꎬ 不仅仅是为了

完成一次本职工作ꎬ 更是本着对生命的尊重ꎮ
他开展的每一次宣讲ꎬ 并不是为了名和利ꎬ 而

是希望让社会多一些温暖ꎬ 少一些泪水ꎮ 从警

２１ 年来ꎬ 他不忘初心ꎬ 无私付出ꎬ 满腔激情把

生活暖透ꎬ 一片心香为百姓呈献ꎬ 正如陈清洲

１４ 岁的女儿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ꎬ “从小到大

看着爸爸穿警服ꎬ 始终觉得他很帅ꎬ 但也有一

个缺点ꎬ 那就是太累了ꎮ 但我的爸爸并不感觉

累ꎬ 他真的是打心底喜欢和享受这份职业ꎮ”
平凡中见伟大ꎬ 细微处见真情ꎮ 陈清洲的

先进事迹告诉我们ꎬ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简单ꎬ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

平凡ꎮ 陈清洲最本色的坚守ꎬ 就是我们要学习

的地方ꎮ

(选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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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发布 １０ 位岗位学雷锋
“最美人物” 事迹

在 “３５” 学雷锋日来临之际ꎬ 中央宣传

部、 中央文明办在中国文明网向全社会公开发

布李勇杰等 １０ 位岗位学雷锋 “最美人物” 的

先进事迹ꎮ
李勇杰、 李红英、 陈文学、 朱立红、 胡朝

霞、 张波、 宋丽萍、 张永忠、 张子培、 欧珠拉

姆等 １０ 位先进典型坚持立足岗位学雷锋ꎬ 爱岗

敬业、 乐于奉献ꎬ 认真做好 “八小时、 手上

事”ꎬ 积极为他人献爱心ꎬ 弘扬了文明新风ꎬ
传播了社会正能量ꎬ 谱写了一曲曲新时期的雷

锋之歌ꎮ 他们不愧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杰出代表ꎬ 不愧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

神的 “最美人物”ꎮ
发布活动以 “立足本职岗位、 弘扬雷锋精

神” 为主题ꎬ 现场播放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

视频短片ꎬ 主持人对 “最美人物” 进行了采

访ꎬ “当代雷锋” 孙茂芳向 １０ 位岗位学雷锋

“最美人物” 颁发了荣誉证书ꎮ ３３０ 余家地方文

明网站同步播出发布仪式ꎮ

(摘自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电)

李勇杰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

外科主任、 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ꎮ 他

厚德敬业、 关爱患者、 医德高尚ꎬ 自觉践行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１７ 年来ꎬ 他为数千万神

经系统功能性疾病患者提供了最先进的治疗ꎬ
带领团队接诊了世界各地的患者 １０ 万余人ꎬ 手

术治疗近 １５０００ 例ꎬ 有效率达到 ９８％以上ꎮ 他

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ꎬ 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被中央文明办评

选为中国好人ꎬ 入选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ꎬ 被北京市

委、 市政府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ꎬ 并获首都

十大健康卫士、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多项

殊荣ꎮ

李红英ꎬ 女ꎬ 中国建设银行山西临汾分行

个人金融部六级客户经理ꎮ 工作 ２６ 年间ꎬ 她始

终怀着对建行事业的一腔热情ꎬ 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ꎬ 真诚感动客户ꎬ 任劳任怨ꎬ 默默奉献ꎮ
丈夫因病住院后ꎬ 她常年奔波于单位、 医院之

间ꎬ 不离不弃精心照料丈夫ꎮ 面对此种不幸ꎬ
她始终对工作认真负责ꎬ 兢兢业业ꎬ 精益求

精ꎬ 在业务技能比武中名列前茅ꎬ 并多次受到

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ꎬ 创造了没有过迟

到、 没有过早退、 没有过差错、 没有过投诉、
没有向组织伸过手的 “五个没有” 的工作业

绩ꎬ 把平凡工作做到了极致ꎮ 她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一线员工的奉献与担当、 普通党员的责

任与使命、 新时期建行员工的自尊自信与自立

自强ꎮ

陈文学ꎬ 内蒙古二机厂劳服公司退休干

部ꎮ ５０ 多年来ꎬ 他无论是在部队当兵ꎬ 还是转

到地方兵工厂工作ꎬ 始终做到心中有党ꎬ 坚定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ꎻ 始

终做到心中有民ꎬ 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公仆情怀ꎻ 始终做到心中有爱ꎬ 坚守雷锋精神

的价值追求ꎮ 做雷锋式的共产党员成为他一生

的坚守、 一辈子的追求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他荣获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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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ꎻ ２０１２ 年被中央

文明办评为中国好人ꎬ 被中国红十字总会评为

优秀红十字志愿者荣誉称号ꎻ ２０１３ 年被自治区

文明办评为全区学雷锋优秀志愿者ꎻ ２０１４ 年被

自治区文明办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ꎬ 被包头文

明办评为优秀雷锋五星志愿者ꎮ

朱立红ꎬ 女ꎬ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火车站客

运车间客运值班员ꎮ 她在工作中不断摸索ꎬ 坚

持热心为重点旅客服务ꎬ 并总结了一套 “四勤

四联” 服务法: 勤于巡视ꎬ 掌握重点ꎻ 勤于问

询ꎬ 了解需求ꎻ 勤于照料ꎬ 舒适候车ꎻ 勤于护

送ꎬ 便捷乘降ꎮ 建立了全程爱心联系网、 劳模

助残联络站、 医患急救联动线、 预约服务联心

卡ꎮ 她先后与在长春站办理客运业务的 ２９０ 趟

列车的 ３００ 多位列车长互留了手机号码ꎬ 建立

起重点旅客站车全程服务网络ꎮ 牵手长春公交

集团 １６０ 路车队开展 “劳模手牵手ꎬ 温馨路路

通” 服务ꎮ 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金达莱” 服

务班组开展 “爱心搭建彩虹桥” 文明窗口共建

活动ꎮ 她先后获得全国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

号ꎬ 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ꎬ 沈阳铁路局先进工

作者、 双十佳标兵ꎬ 吉林省劳动模范ꎬ 全国五

一巾帼标兵岗ꎬ 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胡朝霞ꎬ 女ꎬ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

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ꎮ 胡朝霞同志从警 ２７
年来ꎬ 长期工作在窗口服务岗位ꎬ 在她的积极

推动下ꎬ 北仑出入境在全市率先推出 ２４ 小时咨

询热线 “８１８９０” －境 Ｅ 通热线ꎬ 使老百姓可随

时、 随地拨打热线电话ꎬ 咨询出入境证件的办

理进度和办证所需材料ꎬ 真正实现了 “全方

位、 全天候、 全程式跟踪” 服务ꎬ 受到群众的

欢迎和好评ꎮ 她资助了 ５０ 多名贵州巫梭小学的

孩子ꎬ 在每年七八月份给孩子们汇去学费ꎬ 坚

持与孩子们写信交流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下旬ꎬ 胡朝

霞带着宁波北仑公安民警捐赠的书籍、 物品与

她的 “胡朝霞爱心团队” ２０ 多人一起远赴

１５００ 公里之外的贵州巫梭小学ꎬ 给巫梭小学师

生送上了大量教学和学习用品ꎮ 先后荣获浙江

省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和全国公安机

关爱民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张波ꎬ 山东省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驾驶

员ꎮ 他始终秉承 “心系乘客、 服务一流” 的服

务理念ꎬ 为乘客提供耐心细致、 周到贴心的服

务ꎬ 热心照顾老、 弱、 病、 残、 孕等特殊乘

客ꎮ 他不仅是乘客眼中的好司机ꎬ 也是同事们

心中的暖心人ꎮ 当他拿到 １００００ 元见义勇为奖

励后ꎬ 未假思索ꎬ 便捐赠给了家庭困难的同

事ꎻ 有一次济南突降暴雨ꎬ 由于所在公交场站

地势低ꎬ 个子矮的女司机都被雨水没过腿了ꎬ
张波便一个个把她们背上公交车厢ꎮ 先后入选

济南好人榜、 山东好人榜ꎬ 被评为 ２０１４ 年感动

济南年度人物ꎻ ２０１５ 年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 济南市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宋丽萍ꎬ 女ꎬ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油田第十

社区管理中心志愿服务站站长ꎮ ２８ 年来ꎬ 她满

怀对党的忠诚、 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群众的热

爱ꎬ 大力弘扬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

志愿服务精神ꎬ 立足岗位、 勤勉敬业ꎬ 扶危济

困、 乐于助人ꎮ 坚持投身公益事业ꎬ 参与困难

群体的救助活动ꎬ 资助特困学生ꎬ 看望空巢老

人、 孤寡老人ꎬ 带动一大批人走上了志愿服务

之路ꎬ 为社会和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ꎮ 先后荣

获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 全国首批优秀党员志

愿者、 中国社区服务奉献之星、 国资委中央企

业道德模范、 河南省学雷锋十大标兵、 温暖

２０１０ 河南十大爱心人物、 濮阳市首届道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ꎮ

张永忠ꎬ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发动机工厂维修工ꎮ 他刻苦钻研、 爱岗敬业ꎮ
凭着对汽车的热爱和刻苦顽强的工作态度ꎬ 精

心钻研汽车维修技术三十余载ꎬ 从一个汽车修

理门外汉变成维修专家ꎬ 成长为长安汽车发动

机质量的把关人ꎬ ３０ 余年来ꎬ 他调试维修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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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发动机ꎮ 他勇于创新、 “治症” 解难ꎬ 在

汽车发动机维修领域中ꎬ 他自创 “望、 闻、
听、 切” 诊断方法ꎬ 后被命名为 “重庆市职工

经典操作法”ꎮ ２００２ 年至今ꎬ 他从事售后服务

解决用户抱怨问题累计 ５０ 多件ꎬ 解决发动机疑

难杂症 ４００ 多件ꎬ 解决发动机制造过程质量问

题 ３００ 多件ꎮ 他乐于奉献、 赢得美誉ꎬ 毫不吝

啬地将积累了 ３０ 多年的经验和技术ꎬ 传给更多

的青年员工ꎮ 他和同事们将自己的多年经验积

累整理成册ꎬ １５２ 个案例解答了多类发动机常

见故障ꎬ 成了蓝领工人们的培训教材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ꎮ

张子培ꎬ 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烈士陵园管

理所所长ꎮ 他退伍没有选择去党政机关、 事业

单位和学校安置岗位ꎬ 却选择了工作单调、 辛

苦、 没人肯干ꎬ 在城郊的陵园管理工作ꎮ 他每

天 ２４ 小时的陪伴ꎬ ３６５ 天的巡查ꎬ １８ 年如一日

的坚守ꎮ 打扫陵园内的内卫ꎬ 给烈士擦擦墓

碑ꎬ 为烈士添添土ꎬ 做好前来扫墓的烈士家

属、 亲人、 参战老兵ꎬ 以及社会各界前来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等的服务ꎮ 他还义务担当起编外

讲解员ꎬ 为来客提供音响、 开水、 药品等便

利ꎬ 免费为他们提供场所加工食物去祭拜ꎮ 他

在整理陵园值班记录统计时ꎬ 发现少部分烈士

家属近 ２０ 年没有到过烈士墓地扫墓ꎬ 便寻求各

界爱心人士的资助ꎬ 考虑到烈士的父母年老体

弱多病ꎬ 他主动送去爱心人士的捐赠款ꎮ 他不

计得失ꎬ 爱岗敬业ꎬ 无怨无悔ꎬ 以实际行动告

慰了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ꎬ 书写了不一样的人

生历程ꎮ

欧珠拉姆ꎬ 女ꎬ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政教

科副科长ꎮ 她政治立场坚定ꎬ 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ꎬ 坚决反对达赖集团分裂势力ꎬ 在思

想上和组织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ꎮ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ꎬ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ꎬ
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ꎬ 师德高尚ꎬ 模范履行教

师职责ꎬ 热爱学生、 忘我工作、 无私奉献ꎬ 为

民族教育事业呕心沥血ꎬ 教育教学成效显著ꎮ
她工作之余经常去孤儿院和特殊学校等地ꎬ 献

爱心当义工ꎬ 资助了 ３０ 余名贫困学生ꎬ 个人资

助捐款达 １００００ 多元ꎻ 在假期她无偿给成绩欠

佳的学生补课ꎬ 给孤寡老人和偏远山区的孩子

送去衣物ꎬ 她无微不至地关心帮助身边需要帮

助的学生ꎬ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ꎮ
先后荣获校级厅级优秀班主任、 优秀教师、 优

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三八红旗手、
红十字会志愿者之星、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

誉称号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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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全国总工会
发布 １０ 位 “最美职工” 事迹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ꎬ 中央宣传

部、 中央文明办、 全国总工会在中国文明网向

全社会公开发布耿家盛等 １０ 位 “最美职工”
的先进事迹ꎮ

耿家盛、 高凤林、 顾秋亮、 胡双钱、 宁允

展、 周东红、 管延安、 方文墨、 卢仁峰、 潘玉

华等 １０ 位先进典型ꎬ 坚守高尚的职业理想ꎬ 秉

持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ꎬ 锐意进取、 追求卓

越ꎬ 练就了高超的技艺技能ꎬ 攻克了一个又一

个难关ꎬ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ꎮ 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ꎬ 展现了中国工人

阶级的伟大品格ꎬ 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要求ꎬ 不愧为一线技术工人的杰出代表ꎬ 不

愧为精益求精、 创新创造的 “大国工匠”ꎮ
发布活动以 “劳动托起中国梦” 为主题ꎬ

现场播放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ꎬ 主

持人对 “最美职工” 进行了采访ꎬ 全国劳动模

范贾向东向 １０ 位 “最美职工” 颁发了荣誉证

书ꎮ ３３０ 余家地方文明网站同步播出发布仪式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人民日报»)

耿家盛ꎬ 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车

工、 高级技师ꎮ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昆明机床厂技校

油漆专业ꎬ 同年秋进入昆明铣床厂ꎻ １９８４ 年调

入昆明重机厂ꎬ 先后操作过车床、 镗床、 铣床

和钻床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被授予 “云南省机械工业

技术能手” 称号ꎻ ２００３ 年参加 “全国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 获昆明地区选拔赛车工 “优秀技术

技能选手” 称号ꎬ 获云南省车工大赛第二名、

“车工技术能手” 称号ꎬ 参加全国 “车工决赛”
获第 １４ 名ꎻ ２００４ 年被评为首届 “昆明市有突

出贡献高技能人才”ꎬ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ꎻ ２００５ 年被授予云南省劳动

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ꎻ ２００６ 年被授予兴滇技能

人才、 获首届兴滇人才奖ꎻ ２００９ 年获全国重型

机械行业高技能优秀工人称号ꎻ ２０１０ 年被评为

第一届昆明市名匠ꎻ ２０１１ 年获云南省政府特殊

津贴ꎻ ２０１２ 年获国家人社部 “耿家盛技能大师

工作室” 授牌ꎻ ２０１３ 年获 “云南省职工技师工

作站” 授牌ꎻ ２０１４ 年获云岭首席技师称号ꎻ
２０１５ 年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云岭楷模、 中

国好人称号ꎮ

高凤林ꎬ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

院国营二一一厂特种熔融焊接工、 特级技师ꎮ
３０ 多年来ꎬ 他始终坚持以国为重、 扎根一线、
勇于登攀、 甘于奉献ꎬ 一次次攻克了发动机喷

管焊接技术世界级难关ꎬ 为北斗导航、 嫦娥探

月、 载人航天等国家重点工程的顺利实施以及

长征五号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作出了突出贡

献ꎮ 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 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科技成果奖

２０ 多项ꎮ 荣获全国十大能工巧匠、 中华技能大

奖、 全国技术能手、 中国高技能人才十大楷

模、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中央国家机关十杰青

年、 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突出贡献者等先进荣誉

称号 ３０ 多项ꎮ ２００７ 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ꎻ ２００９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ꎻ ２０１４ 年荣

获全国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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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三项金奖ꎻ ２０１５ 年荣获

全国劳动模范ꎮ

顾秋亮ꎬ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

研究所水下工程研究开发部职工ꎬ 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首席装配钳工技师ꎮ 从事钳工安装及科

研试验工作 ４０ 多年ꎬ 先后参加和主持过数十项

机械加工和大型工程项目的安装调试工作ꎬ 是

一名安装经验丰富、 技术水平过硬的钳工师

傅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参加国家 ８６３ 重大专项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的顺利总装工作ꎮ 该项目是当前世界

潜深最深的载人潜水器ꎬ 其研制的难度不亚于

航天工程ꎮ 由于他肯钻研ꎬ 勇挑重担ꎬ 他也理

所应当地成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装配组组长的

不二人选ꎮ

胡双钱ꎬ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ꎬ ２００９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ꎬ
２０１５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ꎮ 胡双钱是一名钳

工技师ꎬ 更是在飞机零件制造岗位上ꎬ ３５ 年零

差错的 “大国工匠”ꎮ 他秉承 “一次做好、 缺

陷为零” 的质量理念ꎬ 用产品质量践行对生命

的尊重ꎮ 他经手的零件成千上万ꎬ 没有出过一

次质量差错ꎬ 在大型客机项目中攻坚克难ꎬ 创

新工作方法ꎮ 他连续 １２ 年被公司评为 “质量

信得过岗位”ꎬ 并授予产品免检荣誉证书ꎮ

宁允展ꎬ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车辆钳工、 高级技师、 高铁首席研磨师ꎮ
他是国内第一位从事高铁转向架 “定位臂” 研

磨的工人ꎬ 也是这道工序最高技能水平的代

表ꎬ 从他和他的团队手中研磨的转向架装上了

６７３ 列高速动车组ꎬ 奔驰 ９ 亿多公里ꎬ 相当于

绕地球 ２ 万多圈ꎮ 他执着于创新研究ꎬ 主持的

多项课题和发明的多种工装每年可为公司节约

创效近 ３００ 万元ꎮ 从业 ２４ 年来ꎬ 他立足本职ꎬ
兢兢业业ꎬ 从他手中出去的产品创造了 １０ 年无

次品的纪录ꎬ 为高铁列车的高质量生产作出了

突出贡献ꎮ 分别获得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生

产质量标兵ꎮ

周东红ꎬ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

师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周东红怀揣一颗火热的心来到泾

县宣纸厂从事捞纸工作ꎮ 在宣纸生产中ꎬ 捞纸

是成纸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序ꎬ 技术含量非常

高ꎮ 为了尽快全面掌握捞纸各项技术要点ꎬ 周

东红在学徒期间ꎬ 每天坚持早上班、 迟下班ꎬ
仔细揣摩、 钻研捞纸技艺要领ꎬ 遇到不懂的技

术难题ꎬ 就及时虚心向师傅请教ꎮ 从他真正掌

握捞纸技巧的第二年起ꎬ 每年完成生产任务都

在 １３０％以上ꎮ ３０ 年来ꎬ 至今仍保持着年均完

成生产任务 １４５ ５４％的纪录ꎮ 他从 １９８８ 年起获

１ 次生产能手、 １５ 次先进生产者、 ３ 次文明标

兵ꎻ ２ 次优秀员工ꎻ ２００７ 年获宣城市第二届杰

出职工荣誉ꎻ ２００９ 年荣获县级劳动模范ꎻ ２０１２
年荣获省级劳动模范ꎻ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ꎮ

管延安ꎬ 中交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Ⅴ工区

航修队首席钳工ꎮ 先后参与了世界三大救生艇

企业之一———青岛北海船厂、 国内最大集装箱

中转港———前湾港等大型工程建设ꎮ 目前正参

加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建设ꎬ 是中交港珠澳大

桥岛隧工程Ⅴ工区 (中交一航局二公司负责)
航修队钳工ꎬ 负责沉管二次舾装、 管内电气管

线、 压载水系统等设备的拆装维护以及船机设

备的维修保养等工作ꎮ 先后荣获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劳务之星和明星员工称号ꎬ 因其精湛的

操作技艺被誉为中国 “深海钳工” 第一人ꎮ
２０１５ 年五一前夕ꎬ 中央电视台系列纪录片 «大
国工匠» 之 «深海钳工» 专题播出他的先进

事迹ꎮ

方文墨ꎬ 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 (集团)
有限公司钳工、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 高级

技师ꎮ 他创造了 “ ０ ００３ 毫米加工公差” 的

“文墨精度”ꎬ 被誉为 “全国最好的钳工”ꎮ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他先后获得沈阳市技术标兵、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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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技术能手、 全国技术能手、 沈阳市五一劳

动奖章、 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 沈阳市特等劳

动模范、 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称号ꎮ 从 ２００３ 年参加工作至今ꎬ 他

搜集整理了 ２０ 余万字的钳工技术资料ꎬ 自制

刀、 量、 夹具 １００ 余把 (件)ꎬ 改进各种刀、
量、 夹具 ２００ 余把 (件)ꎬ 改进工艺方法 ６０ 余

项ꎬ 改进设备 ２ 项ꎬ 研究生产窍门 ２４ 项ꎬ 总结

先进操作方法和撰写技术论文 １２ 篇ꎬ 申报技术

革新项目 ２０ 项ꎬ 并取得了 “定扭矩螺纹旋合

器” “加工钛合金专用丝锥” “多功能测量表

架” ３ 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ꎬ 显著

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ꎬ 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ꎮ

卢仁峰ꎬ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第一机

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焊工、 中国兵器首席技

师ꎮ 全国技术能手、 第 ９ 届中华技能大奖、 中

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ꎬ 大国工匠ꎮ 只有一只手

可以正常工作的他ꎬ 执着地坚守在平凡的焊接

岗位上ꎬ 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ꎬ 掌握了

单手焊条电弧焊、 氩弧焊等十几种焊接方法ꎬ
攻克了多个焊接技术难题ꎬ 赢得了 “独手焊

侠” 的美誉ꎮ 作为技术骨干ꎬ 卢仁峰和他的工

友们攻克了多个型号坦克、 装甲车和动车组的

焊接技术难关ꎮ “正反面焊接ꎬ 以变制变” 操

作方法ꎬ 使参加 ２００９ 年国庆阅兵的某型号轮式

车辆生产合格率一下子由 ６０％提高到 ９６％ꎮ 经

过上百次的实验ꎬ 他总结出的母材熔化时间、
加入填充金属的最佳时机和最佳焊接角度等技

术理论ꎬ 克服了动车组铝摇枕焊接的技术

难题ꎮ

潘玉华ꎬ 女ꎬ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技

师ꎮ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ꎮ 九三阅兵ꎬ 新一代

预警机惊艳亮相ꎮ 预警机是空中指挥所ꎬ 是

整个飞行队伍的神经中枢ꎮ 这神经中枢里最

精密的一部分器件都是由手工焊接的ꎬ 而完

成这项工作的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女技

师潘玉华ꎮ 潘玉华在军工精细焊接的岗位上

一干就是 ２０ 年ꎬ 从没做过别的工作ꎬ 每天

琢磨的就是如何让手更稳定ꎬ 心更静ꎮ 工间

休息的时候ꎬ 潘玉华会带着徒弟们做投硬币

的练习ꎮ 在已经盛满水的水杯中投入一元硬

币ꎬ 保证水不会溢出ꎬ 为的是锻炼观察力和

手的平衡感ꎮ 潘玉华的最高纪录是 ４５ 枚硬

币ꎮ 军工精细焊接中有一种叫作植柱的工

艺ꎮ 在一块一元硬币大的电子板上ꎬ 在没有

任何机器辅助的情况下ꎬ 全凭手感精准焊接

１１４４ 根细小的铅柱ꎮ 潘玉华完成一块 １０００
多根的植柱只需要两个多小时ꎮ 她的这一手

绝活为卫星的研发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摘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５ 日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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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入选 “中国好人榜” 人员名单

１ 月上榜

助人为乐: 宋凤霞、 宋美录、 任永利、 李

天恩、 孙国军、 艾红叶、 陈杰群、 陈达、 丽水

里东山体滑坡民间专业救援队群体、 姜业兰、
彭一鸣、 爱心彩虹志愿队、 王传祥、 焦阳光、
王国顺、 史纯华、 向光明、 孟令浩、 麦家福、
陈果、 何斌

见义勇为: 王亚静、 吴泽奎、 李玉桂、 郑

秀丽、 李红、 何守民、 刘素平夫妇、 程代汉、
刘雪山、 李新奎、 邢海龙、 丛刚、 许聿彬、 霍

兴权、 王中华、 刘彦彬、 张学美、 张强、 王

健、 罗和生、 曾之会、 贾卫国

诚实守信: 李永、 陆济洪、 王晓东、 沈福

明、 杨蕾蕾、 钟行飞、 邱清胜、 李伟、 翟文

帝、 巩春芝、 朱天平、 刘根福、 张世封等 １０
人、 郑金菊、 姬春梅

敬业奉献: 刘伟、 模范检察官群体、 张丽

萍、 邓天佐、 成正刚、 郭润涛、 张冬伟、 刘菊

明、 姚国梁、 童乃高、 徐锋、 程耕轮、 邹学

明、 吴桦、 吴长洲、 李向军、 张纷、 周吉然、
张国庆、 凌云、 林扬、 刘坤贤、 刘艺、 谢丽

娜、 江声发、 尼玛曲旦、 李文强、 木合塔尔
约尔达西、 周飞

孝老爱亲: 许菊珍、 陈清花、 周琴、 贾凤

英、 赵南南、 黄问贵、 尹文芽、 王业秀、 李先

才、 陈序友、 段荣贤、 法瑞鑫、 冯昶、 贺美

玉、 陈凤英、 唐翠玉、 杨瑞辉、 邓安凤、 张萍

安、 李仁英、 杨福珍

２ 月上榜

助人为乐: 于立荣、 王燕清、 韩红卫、 张

当义、 宋和平、 张晓秋、 姜晓波、 卢宪刚、 刘

汉民、 王剑、 冯梦、 韦思浩、 李成祥、 梁杏

英、 杨晓玲、 郑光军、 朱玉荣、 窦桂花、 盛德

其、 邵忠飞、 郑镇礼、 陶海峰、 谷方勇、 次仁

多吉、 邢建民、 张利国、 周欣、 焦振铎

见义勇为: 张铁英、 崔亚军、 方士秀、 戴

小雯、 史须营、 李德宝、 孙月山、 于炳刚、 杨

朋义、 韦中原、 冯宁、 欧阳继军、 韦四书、 汤

开杰、 肖勰、 杨锐、 崔延安、 张荣庭

诚实守信: 于振祥、 张万军、 周吴虎、 王

辉、 王振球、 蔡必沛、 刁伯辉、 叶石云、 刘

勇、 李宗强、 连建祝、 姚爱云、 宋相知、 谯

军、 陈启龙、 赵雪红、 魏晓芳、 秦怀寿

敬业奉献: 郝耀忠、 戴福军、 何东仪、 吴

红芳、 戴建峰、 顾春艳、 周成龙、 蒋其胜、 陈

东、 林紫薇、 张劼、 曾庆根、 况九龙、 朱新

荣、 曹永海、 朱业德、 陈光敏、 熊文、 涂晓

珍、 袁宣日、 曹永浩、 苏贵聪、 周承勇、 邓迎

香、 俞泰红、 王排、 张明俊、 岳蒲杰

孝老爱亲: 王国凤、 王圣真、 马彩侠、 汪

后春、 丁雪可、 唐小萍、 张庆霞、 李广义、 傅

尊业、 刘慧琴、 邱雪球、 韦世仁、 王淑云、 张

引乾、 赵军华

３ 月上榜

助人为乐: 孙国付、 沙万里、 从毅、 张春

梅、 佟伟达、 韩守训、 郑老虎、 李虎、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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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李溢新、 李永海、 严静、 田知京、 郭苏、
张永德、 闵建功、 徐洁、 孙永秋、 周新旺、 金

碧霞、 黎明、 胡拖莲、 马彩霞

见义勇为: 祁士岩、 付海豹、 高鹏期、 陈

海鸣、 曹建帮、 蒋永明、 潘春光、 汪业球、 杨

文学、 彭瑶才、 黄小礼、 陈云峰、 郭介文、 张

恩昌、 李四禾、 林俩局、 谭永宁、 栾红军、 刘

卫东、 张建华

诚实守信: 付静、 范立州、 毛师花、 徐多

林、 陈红、 苗丽、 杨立、 朱庆玲、 胡清臣、 林

德卿、 王伟民、 詹家雨、 宁伯贤、 吴振宏、 袁

萌、 岳淑莲

敬业奉献: 高艳艳、 仉锁忠、 郭锦、 涉县

新 “愚公” 集体、 张大勇、 田宝城、 孙忠生、
倪军、 徐卫星、 陈通波、 詹斌、 许鸿升、 章革

立、 余光红、 陈隆华、 孟凡芹、 于建友、 丁瑞

胜、 张效房、 吴俊、 刘玉、 汤勇、 胡光志、 王

振排、 李秀平、 陆基凤夫妇、 曾玉才、 次仁罗

布、 徐立平、 齐军祥、 苏建彪、 陈书国、 刘

泉利

孝老爱亲: 折永立、 万传琦、 陈淑梅、 孙

环江、 唐红梅、 余忠杰、 王有芝、 张朋、 李永

芳、 王美荣、 汪桂英、 朱石兰、 刘铭俊、 黄

英、 田永军、 何媛媛、 马景妮、 王淑蓉、 袁素

英、 刘五奎、 朱志平

４ 月上榜

助人为乐: 陶玉珍、 宋卫国、 史咏杰、 郭

伟、 刘海涛、 黄吉人、 韩正海、 唐明义、 乐绍

琪、 魏劲松、 赵颖东、 周祥薇、 覃航、 林亚

珍、 周勇、 济南献血群体、 杨晓丽、 潘守平、
梅竹、 袁裕校、 欧光明、 林小敏、 黄秀明、 洪

天珍、 王兰兰、 方光玉、 马维帅、 张生贵

见义勇为: 杨之昌、 李保国、 吕鸿鸿、 褚

家国、 熊端强、 付守库、 史智勤、 李兆德、 李

芊、 王周松、 曹帮金、 王友群、 宴友忠、 段志

坚、 郝瑞强

诚实守信: 韩根水、 吴云葱、 项永祥、 陈

玉树、 杨宏亮、 于思成、 范傅荻、 杨文钦、 扎

西志玛夫妇、 蔡锡亮、 陈学标、 宋玉英、 屈

万平

敬业奉献: 金春梅、 尹洪波、 杨俊刚、 包

青山、 马延全、 王晓刚、 李百战、 竺慧江、 周

顺友、 王剑、 陈军、 王亚丁、 王熠、 孟凡珍、
师小娟、 魏崇一、 朱幼芳、 赵青、 丁群芳、 何

俊凯、 何万松、 达瓦、 何家全、 潘丽君、 杨增

叶、 贾学斌、 吴合、 成宝琴、 程永革

孝老爱亲: 任晓英、 朱杰、 杨素静、 邱广

研、 季文伯、 刘广平、 王新具、 李长秀、 秦雅

萍、 肖秀敏、 马献梅、 冯恩珍、 翟玉秀、 朱鸣

岳、 范伦碧、 徐老四、 苗秀萍、 马艳、 张东

年、 晁世峰、 于勤英、 何莲芝

５ 月上榜

助人为乐: 孙艳萍、 武佩铃、 于淑然、 周

炳高、 傅钰、 安心志愿服务队、 刘健军、 罗家

婷、 刘俊、 魏杰、 徐占英、 徐外秀、 胡廷枫、
张建华、 彩虹豆志愿协会、 冯文胜、 刘继茂、
李新伍、 余康颖、 陈建宇、 郭祖洁、 皮科、 惠

庆丰、 陈发琳、 梁红彪、 高利兵、 黎明、 唐孝

标、 毕春安、 杨厚根、 沙丽曼、 王晓莉

见义勇为: 王瞳瞳、 赵永强、 季洪喜、 季

颜、 周有能、 张胜利、 张仕平、 许康宁、 樊

明、 唐海林、 于志强、 刘桂谦、 孟庆文、 张全

举、 佘纪分、 龙娟、 苏珊、 胡彪、 匡杰、 楚伟

国、 侯天祥、 李海啸、 王凯、 郭争儒

诚实守信: 梁晓华、 王小先、 余本银、 吕

致全、 吕良荣、 赵小法、 孙长栓、 张宋、 覃胜

逸、 周小芸、 李明斌

敬业奉献: 周松勃、 初建军、 陈婕、 张

涛、 苏咏梅、 陶兆、 张华林、 林剑东、 刘振

亭、 亓贵明、 赵敦丰、 腾佩国、 王树勤、 梁佃

军、 赵春林、 李玉普、 刘长青、 魏登殿、 李冬

至、 李炳房、 李菊洪、 唐虎、 李慧荣、 赵俊

鹏、 胡万春、 成治平、 杨军刚

孝老爱亲: 谢娟、 李秀霞、 侯文英、 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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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彭云松、 马利军、 张丰林、 崔卫香、 付雪

美、 徐红、 刘玉兰、 李甫桂、 张爱华、 刘翠

珍、 朱玉英、 尹志明、 叶小兰、 黄善奇、 陈贵

田、 阮吊则、 李彩玲、 陈发慧、 阿婷黑由拜

６ 月上榜

助人为乐: 刘成君、 白雨、 贾会云、 赵晓

春、 凌万兵、 苏晓琳、 刘景全、 “新甬江人”
志愿服务队、 薛金珉、 周铁军、 冯作强、 翟瑞

仁、 赵庆收、 岳浩鹏、 任泽贤、 梁志高、 何佐

行、 李光、 王祖平、 答建荣、 周丽晨、 张斌、
宋巍、 加羊、 毛正东

见义勇为: 李刚、 郝飞跃、 王三黄河水上

救援队、 朱军军、 李其明、 韩勇、 卢东升、 刘

后德、 刘样保、 刘学福、 董月成、 孙毅敬、 田

复国、 刘近春、 顾新、 刘焕祺、 刘成发、 刘浩

林、 廖民军、 仁增、 苏廷昌、 周云康、 李文丰

诚实守信: 姜玉祥、 钱惠新、 陈利菊、 肖

付钦、 房公训、 于江、 张之功、 孟宏伟、 张东

波、 王鹏、 危李、 王星钢、 何文勋、 张当存、
李文忠、 窦兰英

敬业奉献: 陈献森、 赵青山、 徐文明、 韩

丽、 刘效忠、 张学军、 翟怀香、 石春和、 姜开

锋、 柯玉乔、 郝丽、 张盛彬、 贾化宁、 李怀

成、 张义通、 叶顺利、 申亮亮、 王光国、 许

奎、 张涤、 刘小鸥、 陈伟蓉、 张树华、 张心

芸、 蒋威正、 蒋朝辉、 梁益建、 罗连书、 刘晓

萍、 安永胜、 范锁平、 任林

孝老爱亲: 周梅菊、 李秀英、 甘素珍、 夏

双林、 姜永妹、 范叔英、 王莉、 刘撑华、 李金

凤、 矫爱法、 李维兰、 李东霞、 任昌会、 孙军

峰、 关会霞、 廖仁佑

７ 月上榜

助人为乐: 杨军、 杨艳、 石家庄市 “河北

爱心救援队”、 李会来、 姜广祥、 于雷、 王大

伟、 万燕平、 戚伯芳、 张建平、 何宗文、 吴

钦、 万相荣、 吴传枝、 亲亲妈妈服务团队、 刘

卉、 杨天飞、 王建国、 罗官章、 邓卫星、 陈素

贞、 李绍光、 刘武学、 王新、 徐光民、 牛寿山

见义勇为: 王兆辉、 魏四成、 赵成全、 梁

兆华、 田小猛、 安徽抗洪抢险英雄集体、 曹显

文、 李福彬、 赵玉军、 宋兆良、 刘雅、 张景

占、 胡浩强、 陈庚、 王锋、 钱铣、 杨文广、 黄

晓秘、 胡勤、 汪澜芳、 杨莉、 刘荣安、 韩继

忠、 舒文清、 王弢、 刘建红、 王旭东、 李晨

阳、 王少华、 阿力木江热合曼

诚实守信: 刘文玉、 谢忠民、 郭夕祥、 张

根宝、 程道德、 王金鉴、 田伟、 邹均亭、 谷咏

梅、 李隆春、 石建超、 陈玉成、 谢元恒 (祖孙

三代)、 李德明、 候永光、 刘勇、 张国平、 王

延庆

敬业奉献: 郑浩、 傅小苏、 查干其其格、
张敬华、 仇铁军、 刘刚、 徐伟志、 吴斌、 钱树

德、 陈利兵、 李元芳、 刘亚、 王胜利、 姜召

杰、 李嗣生、 吴军、 李连、 张卫社、 罗楠、 温

武坑、 符程庄、 杨红波、 胡作栋、 李进、 高红

梅、 张永贵

孝老爱亲: 张玉新、 丁玉龙、 田志宏、 王

淑兰、 陈亚辉、 徐荣峰、 李守英、 连夕庆、 曹

桂香、 于惠、 陈启秀、 蔡斯迪、 梁莲桂、 张世

珍、 韩娟侠、 蔡生莲、 孔兰娃

８ 月上榜

助人为乐: 王亮明、 吴铁峰、 张秀芬、 孙

书丰、 高秀娣、 谢咸阳、 黄堃、 翟影、 鲁礼

玉、 林丽华、 陈青松、 张洪燕、 马庆丰、 吕红

玲、 杨景尧、 李玉洁、 周宝莲、 王亚科家庭、
王芳、 曾云君、 陈平、 陈虹、 “代理妈妈” 志

愿服务团队、 李兰英、 王复磊、 马成义

见义勇为: 杨明盛、 布日格德、 刘志刚、
张传梦、 陈红明、 高成奎、 李玉红、 陈庚、 胡

浩强、 杨金钱、 王斌、 洪振耀、 郭士发、 陈宏

岩、 郭澄然、 王运垒、 石海燕、 方志欣、 唐建

军、 陈小利、 王正田、 索朗、 罗全有、 罗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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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 高建国、 李子旭、 黄兴宗、 邱

德平、 戴叶飞、 汪在君、 刘讨中、 谢安福、 孙

牧业、 慕艳凤、 孙吉所、 王士杰、 高长山、 孙

宏凌、 王润强、 邓玉成、 陶明书夫妇、 刘福

昌、 李均、 邱付平

敬业奉献: 晋怡、 松岩、 六姐妹护理组、
曹力、 白雪峰、 魏玉生、 郑云宝、 邵汀、 张

锋、 马玉华、 中国 (常州) 第 ２５ 期援桑给巴

尔医疗队、 王洪胜、 冯吉林、 朱景科、 徐林

友、 汪红建、 韦琳、 金闽华、 肖东、 王建立、
徐林贵、 刘玉喜、 朱同宝、 熊化国、 夏立丰、
李时胜、 徐粼、 郑健、 汪忠明、 张广玉、 白治

均、 韩文新、 刘敏、 刘光荣、 魏德友

孝老爱亲: 李福明、 殷志军、 薄树林、 吴

兆乾、 周长芝、 沈伟伟、 慕桂卿、 宋小安、 陈

凤先、 黎凤林、 南力群、 仇喜会、 熊树民、 包

玉华

９ 月上榜

助人为乐: 吴和春、 王双廷、 王生廷、 马

振业、 贾玉波、 张杨、 徐祖耀、 吴荣纪、 谢才

华、 昝桂全、 宋波、 周文荣、 姜新、 李飞、 石

福军、 岳垒、 郭鹏辉、 冯铁良、 刘伟栋、 王治

勇、 程菲、 李东华、 张国荣、 李传文、 孙道

兵、 付成龙、 高慧英

见义勇为: 李四海、 牛虎、 梁树鑫、 王环

宇、 曾强、 孙志秀、 李从忠、 孙君、 侯光宗、
汪旺、 韦正参、 韦福新、 韦福旭、 韦庆辉、 张

代树、 邓文、 李志、 万小龙、 吴拴军、 阿布杜

哈巴尔加马力

诚实守信: 兰国栋、 兰卓、 王洪书、 丁山

华、 姚怡伟、 程飞、 黄明亮、 王建利、 张传

峰、 程银贵、 王成俭、 胡国辉、 彭孝良、 王中

苏、 黄式水、 周在塘、 李长滨、 申秉文、 李楠

敬业奉献: 王晓军、 孙广山、 卢志军、 曹

保明、 韩素玲、 徐传辉、 周峰、 潘理俊、 林新

华、 程永林、 蔡京堂、 刘昌法、 邢飞、 刘涛、
陈鹏龙、 向雪飞、 陈人海、 刘蕙瑕、 郑子昆、

廖海飙、 欧阳文健、 徐浩、 徐斌、 兰铀、 胡发

彬、 李德现、 胡万春、 王芳霞

孝老爱亲: 李丽、 张海卿、 杨峰、 王维

喜、 毛娟文、 吕爱美、 陶桂玲、 赵龙海、 王会

君、 谢海华、 黎承仁、 蓝梅高、 苏潮娃、 徐志

莲、 刘天强、 李爱英

１０ 月上榜

助人为乐: 王子惠、 其木格、 王亚红、 储
振民、 王咏梅、 石云根、 张冬梅、 袁世界、 造

血干细胞捐献团队、 屠栋、 陈维维、 周德江、
曹春雨、 邓昌朝、 赵方印、 杨兴涛、 孙志强、
李海霞、 杨明锋、 曾婧、 黄元盛、 刘图耻、 陈

志坤、 龙建光、 杨毛吉、 努尔兰爱民、 武

伟勇

见义勇为: 黄骅市文明办救人群体、 徐文

彪、 任新平、 陈玺、 陶项、 芦新华、 赵名龙、
陆鸿英、 朱远东、 徐东、 李厚君、 陈照才、 杨

玉滨、 丁亚军、 韩斌、 陈流锋、 黄黎明、 施

明、 施剑、 罗家顺、 王小专、 王伟东

诚实守信: 彭宏光、 如东籍老山战友群

体、 唐正梅、 袁凤生、 贠和亭、 闫勇、 田勤

英、 刘文新、 陈代华、 李猛飞、 米红军、 赵

红刚

敬业奉献: 王继保、 窦庆红、 孙志宇、 李

培斌、 马守成、 金永林、 门建林、 黄秀泉、 左

剑敏、 杨树朋、 李希恩、 刘苹、 时军霞、 耿风

泉、 王振立、 薛传根、 王洪兴、 唐金山、 陆建

新、 李毅、 程明仙、 张雪、 唐时胶、 王海岗、
谭仲元、 闫克元、 孙文雅、 段忠磊、 尼牙孜
黑牙孜、 周轩、 格日乐其木格

孝老爱亲: 韩玉芳、 王洋、 梁淑华、 杨小

兰、 沈亚秋、 孙爱林、 刘玉侠、 黄飞玉、 郑作

霞、 李爱萍、 苏铁桥、 王艳辉、 叶金莲、 赖燕

珍、 边巴、 张丽英、 钟小荣、 马金兰

１１ 月上榜

助人为乐: 曹居台、 罗琦、 季长山、 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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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刘海荣、 周美荣、 方敬、 范正国、 孙常波、
赵炬、 史柯、 谢龙生、 陈海峰、 邹逢春、 韩立

新、 宋忠华、 梁声翕、 郝茂盛、 黄河厉风义务救

援队、 “光满爱心红丝带” 共产党员服务队、
王源孝、 吴建川、 刘继忠、 李吉东、 王艳君、 程

继中、 曾微、 张秋生、 居廷、 赵明贤

见义勇为: 王进才、 石家庄市 １１ 路公交车

救人群体、 燕新世、 陈帅、 温岭市海上飞虎

队、 青山湾海上志愿救护队、 胡云、 张振峰、
仇亮、 李方林、 吴宏宇、 谢伟、 葛列军、 王崇

伟、 乔喜森、 洛次布尔令

诚实守信: 赵玉忠、 杨小双、 姚惠涛、 张

汉亮、 杨爱平、 凌高寿、 凌端清、 蔡光明、 李

鑫、 蔡瑞云、 赵伟、 李兆文、 肖太发、 简平

元、 欧世雄、 李春花

敬业奉献: 李迪、 张建川、 朱广宇、 张

强、 薄东兴、 石向东、 杨建平、 薛建兴、 梁星

涛、 翁立平、 邵孜辉、 周会明、 周雪峰、 周炳

耀、 何继明、 杨磊、 石风涛、 牛丙午、 彭拥

军、 钱超金、 安志、 潘柱升、 梁霜、 李国庆、
张曙光、 毕加云、 次仁央宗、 李小军、 张学

锋、 宋子深、 解宁、 李邦靖、 朱东华、 彭燕

梅、 徐长有

孝老爱亲: 田微、 冯贵波、 郭纪荣、 郭巧

英夫妇、 周守伟、 郎丽英、 张秋莲、 曲东梅、
高青、 孟义明、 肖自力、 李卫兵、 潘海苏、 杨

成会、 刘桃军、 孙伟娟、 司马义木沙

１２ 月上榜

助人为乐: 董桂珍、 张德华、 栾长宝、 牛

小勇、 张玉生、 管学刚、 卞春敏、 李桂树、 张

建伟、 韩凯、 周桂珠、 周本元、 孙刚、 徐玉

华、 喻洪、 索建民、 王勇、 周文政、 谷殿明、
邹志成、 钟挺华、 宿国龙、 钟从荣、 周晨燕、
肖琳、 朱迎波、 张自平、 汪全现、 王俊、 曾国

元、 丁秋菊、 谭敏

见义勇为: 武文飞、 高新军、 宋祥进、 吴

国彪、 程诚、 郁凯、 熊伟、 胡建兵、 高显超、
刘斌、 宋文明、 黄子能、 郭金弟、 刘茂英、 唐

君尧、 蓝坚高、 黄达珠、 朱永昌、 苟帅琪、 贾

志林、 刘春光

诚实守信: 郝庆连、 崔正梅、 高小茂、 高

仁里夫妇、 黄晋经、 王洪海、 杨乃堂、 吉洛衣

罗、 刘波、 施贵华、 仁青桑姆、 王英明、 苗育

春、 苗建军

敬业奉献: 谭飞、 杨宝玲、 谢丙友、 姜冯

丁、 李兴元、 肖金钟、 游海平、 钱立报、 陈

贤、 黄银富、 陈清洲、 郭璐萍、 高颖奇、 逄赧

赧、 肖春华、 孙从民、 李华敏、 刘天平、 刘头

仔、 刘大飞、 何信夫、 盘丽芬、 张益民、 郑家

伟、 齐旭峰、 樊龙、 朱热西巴格达提

孝老爱亲: 李耀青、 包国军、 周庆芝、 任

罗伯、 孟玉兰、 张朝兰、 韩为宏、 乔秀梅、 梁

龙、 梁小龙兄弟、 张义波、 鲁德权、 香均岑、
蒲义秀、 牟长富、 王琳、 计宗英、 王中存、 周

祥胜

(摘自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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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经验交流会

黑龙江省文明委

紧紧围绕 “三个美起来” 目标
着力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安排

部署ꎬ 我们紧紧围绕 “三个美起来” 的目标ꎬ
坚持高站位谋划、 高标准推进、 高水平管理ꎬ
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显著提升ꎮ

一、 聚焦美的目标ꎬ 用新理念引领新
发展

坚持把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贯穿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过程ꎮ
一是以上率下强化新理念ꎮ 省委、 省政府明确

提出ꎬ 推进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的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ꎬ 必须以 “五大发展理念” 为统领ꎬ
谋创新增动力ꎬ 重协调促全面ꎬ 靠绿色转方

式ꎬ 以开放获红利ꎬ 抓共享改民生ꎬ 努力打造

好美丽乡村的升级版ꎮ 各地采取理论中心组学

习、 巡回宣讲、 集中培训等多种方式ꎬ 用 “五
大发展理念” 武装干部群众头脑ꎬ 指导美丽乡

村建设ꎮ 省委和各地宣讲团深入到广大农村ꎬ
开展巡回报告和集中培训 １３０ 多场ꎬ 受众达 １０
余万人ꎮ 省直主要媒体围绕学习贯彻 “五大发

展理念”ꎬ 刊播重点报道 ２００ 余篇 (次)ꎬ 推出

了以方正县为代表的一批贯彻新理念、 促进美

丽乡村建设的先进典型ꎮ 二是规划制定融入新

理念ꎮ 按照 “五大发展理念” 的要求ꎬ 加强顶

层设计ꎬ 出台全省 «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ꎮ «行动计划» 提出的 “六美” 目标、 六

大任务ꎬ 依托五条主要公路沿线和边境线打造

六条文明示范带的构想和实践ꎬ 以及已经完成

的全省 ４６２１ 个行政村的规划编制ꎬ 都把 “五
大发展理念” 融入其中ꎬ 转化成具体任务和项

目ꎮ 三是协调各方落实新理念ꎮ 省美丽乡村建

设领导小组 ４６ 个成员单位一盘棋ꎬ 统筹推进产

业发展、 基础建设、 环境整治、 公共服务、 乡

风文明等重点任务ꎮ 联合 １７ 个部门组成五个督

导组ꎬ 检查 “五大发展理念” 在乡村规划编制

和具体工作中的落实情况ꎮ 广泛开展城乡共

建、 场县共建和百个文明校园、 千个文明单

位、 万个志愿服务团队与农村贫困地区结对帮

扶活动ꎬ 投入资金 ９２００ 多万元ꎬ 解决问题 ２０
余万件次ꎮ

二、 提升美的内涵ꎬ 弘扬文明生活新
风尚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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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本任务ꎮ 一是抓核心价值观进村入户ꎮ 充

分利用村院围栏、 农贸市场、 文化广场、 公共

宣传栏等平台和阵地ꎬ 推动核心价值观 ２４ 个字

在乡村的宣传设置ꎬ 营造社会氛围ꎮ 深入开展

“引领风尚铸魂龙江” “德礼满龙江” “传立

家风家训凝聚道德力量” “家在龙江践行

五好” “志愿服务十队进村屯” 等主题教育活

动ꎬ 引导农民群众在实践中感悟体验ꎬ 规范言

行ꎮ 广泛开展身边好人、 龙江好人、 道德模范

评选宣传ꎮ 近两年来ꎬ 推出省级以上好人 ６００
多个ꎬ 省级以上道德模范 １２０ 多个ꎮ 一大批鲜

活生动的先进典型ꎬ 引领着农村的新风正气ꎮ
二是抓文明创建质量提升ꎮ 以乡村文明提升行

动为总抓手ꎬ 遵循 “强头” “壮腰” “夯基”
的基本思路ꎬ 健全三级创建网络ꎮ “强头” 就

是强化县 (市) 的统筹作用ꎬ 确保对创建活动

规划到位、 投入到位、 措施到位ꎮ “壮腰” 就

是结合小城镇建设ꎬ 打造美丽乡村桥头堡ꎮ
“夯基” 就是夯实基层基础ꎬ 广泛开展文明村、
星级文明户、 文明家庭、 “最美农民” 等创评

活动ꎬ 把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 创造性保护

好、 发挥好ꎮ 近年来ꎬ ６８ 个村镇荣获全国文明

村镇ꎬ ２０００ 多个村镇荣获省级文明村镇和标

兵ꎬ ６３００ 余户荣获 “十星级文明户”ꎮ 三是抓

农村社会移风易俗ꎮ 针对封建迷信、 大操大

办、 厚葬薄养、 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ꎬ 采取建

立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禁毒禁赌会、 红

白理事会和村规民约等办法ꎬ 选派 ３４８４ 名机关

优秀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ꎬ 在 ８９６７ 个行政

村建立村务村风监督会ꎬ 组织广大村民参加

“改陋习、 树新风、 塑形象” 主题实践活动等ꎬ
加强自管自治ꎬ 形成了 “好人好事有人夸、 歪

风邪气有人抓” 的乡风文明新气象ꎮ
三、 打造美的环境ꎬ 建设和谐宜居新

家园
坚持把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作为重中之重ꎮ

一是突出 “建”ꎬ 解决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ꎮ
把财政投入、 农民自筹、 帮扶共建、 社会参与

结合起来ꎬ 加强改房、 改路、 改水、 改厕等基

础设施建设ꎮ 去年ꎬ 全省投入 １３３ ３ 亿元用于

乡村 “六改”ꎬ 重点推进了 ９２６ 个省级示范村

建设ꎮ 共改造农村泥草 (危) 房 １３ 万户ꎻ 硬

化村内道路 ２９８６ 公里ꎬ 中心村主街路硬化率达

１００％ꎻ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７５ ９２％ꎮ 二是突出

“治”ꎬ 解决 “脏乱差” 的问题ꎮ 利用国家把我

省列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的契机ꎬ 开展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行动ꎬ 集中治理垃圾乱

放、 柴草乱垛、 禽畜乱养、 污水乱泼、 粪便乱

堆 “五乱” 现象ꎮ 出台 «黑龙江省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方案»ꎬ 各地普遍建立了垃圾分级治理

制度、 村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 保洁员制度和

门前 “三包” 制度等ꎬ 形成了 “户分类、 村收

集、 镇转运、 县处理” “户分类、 村收集、 镇

处理” “户分类、 村收集处理” 三种垃圾处理

模式ꎮ 全省有 ６６８４ 个行政村建立了保洁员队

伍ꎬ 占总数的 ７４％ꎮ 三是突出 “防”ꎬ 解决生

态保护的问题ꎮ 省委、 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ꎬ 建立了生

态环境监管、 生态保护补偿、 执法监督和责任

追究等制度ꎬ 划定了环境生态的红线ꎮ 全面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ꎬ 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ꎬ
推动退耕还林还草ꎬ 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ꎬ
全面推进治水、 静气、 护田和村边、 路边、 水

边、 屋边绿化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省完成造林 １６０ ６７
万亩ꎻ 绿化村屯 １６６８ 个ꎬ 绿化面积 ３ ０４ 万亩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无害化处理率均达

到 ６０％以上ꎬ 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

达８６％ꎮ 　
四、 播撒美的文化ꎬ 共享幸福美好新

生活
坚持把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重点

来抓ꎮ 一是强队伍ꎮ 组织开展群众文化建设

“十百千” 工程和 “百馆千站” 文化志愿者下

基层活动ꎬ 加大优秀文艺创作群体、 优秀民族

民间文艺带头人、 农村优秀文艺骨干的选拔和

培训力度ꎬ 每年培训骨干 ２ 万余人次ꎬ 建立了

一大批活跃在农村的基层文化队伍ꎮ 二是补短

板ꎮ 先后投资近 ４ 亿元ꎬ 建设了 ９００ 个乡镇综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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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化站ꎬ 在全国率先实现乡镇综合文化站全

覆盖ꎮ 整合涉农资金 ４ ３５ 亿元ꎬ 为 ２６０４ 个中

心村配备了文体器材ꎮ 投入 ２ ４ 亿元ꎬ 建成村

级服务点 ９０５４ 个ꎬ 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网络ꎬ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行政村

全覆盖ꎮ 三是搭平台ꎮ 采取政府搭台、 群众唱

戏的办法ꎬ 坚持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ꎬ 广泛

开展 “金色田野” “送欢笑下基层” 和农民文

化艺术节等品牌活动ꎬ 开展 “我们的节日”
“邻居节” “滚冰节” 等群众文化活动ꎬ 推进全

民阅读、 全民健身和红色旅游活动ꎮ 目前ꎬ 已

形成各类群众性活动群体 ３０００ 多个ꎬ 建立农村

文化大院 １ １ 万个ꎬ 每年组织活动近 ２ 万场次ꎬ
参与群众达 ２２００ 万人次ꎮ 据统计ꎬ 公民幸福指

数达 ６３ ２％ꎬ 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普遍

增强ꎮ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委

以 “三个美起来” 为目标
扎实推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ꎬ 内蒙古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以 “三个美起来” 为目

标ꎬ 以实施 “十个全覆盖” 工程为契机ꎬ 不断

深化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ꎮ
一、 始终突出建设重点ꎬ 以实施 “十

个全覆盖” 工程为契机实现 “人居环

境美”
内蒙古现有农牧业人口 １３６１ 万人ꎬ 占总人

口的 ５４％ꎬ 这一基本区情决定我们深化精神文

明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 最繁重、
最关键的任务在农村牧区ꎮ 因此ꎬ 我们持续八

年实施 “以会促创、 典型示范” 工程ꎬ 在工作

基础好的盟市 (旗县) 轮流召开现场经验交流

会ꎬ 特别是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决定用三年时间ꎬ 在

农村牧区实施 “十个全覆盖” 工程 (危房改

造、 安全饮水、 (嘎查) 村街巷硬化、 村村通

电、 村村通广播电视、 校舍安全改造、 标准化

卫生室、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便民连锁超市、
养老医疗低保)ꎬ 尽快补齐农村牧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这一短板ꎮ 一方面ꎬ 在统筹上坚持

“四个纳入”ꎬ 即纳入 “十个全覆盖” 工程ꎬ 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ꎬ 纳入扶贫攻坚工

作ꎬ 纳入实绩考核ꎬ 在自觉践行 “把民生作为

最大的政治” 中实现了 “协调发展” 与 “共享

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 在推动上实现 “三个统

一”ꎮ 一是统一规划布局ꎬ 对所辖 (苏木) 乡

镇、 (嘎查) 村进行全面摸底ꎬ 按照基础设施

完善、 公共服务便捷、 生活环境优美的要求分

类推进ꎬ 形成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ꎮ 二是统

一功能设计ꎬ 按照 “三个美起来” 的总目标ꎬ
聚焦基础设施、 产业转型、 文化发展、 社会保

障、 基层组织 “五位一体”ꎬ 确定 “综合性”
功能定位ꎬ 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ꎮ 三

是统一落实责任ꎬ 成立由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

领导小组ꎬ 启动 “万名干部下基层” 活动ꎬ 倒

排工期ꎬ 压实责任ꎮ 同时ꎬ 组织观摩检查ꎬ 逐

旗县、 逐村镇强力推进ꎮ 目前全区累计完成投

资 １３００ 多亿元ꎬ ９６％的行政 (嘎查) 村完成了

全覆盖任务ꎬ 入选全国 “美丽乡村” 达 ４０ 个ꎬ
极大改善了农村牧区基础薄、 投入少、 设施

５６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差、 阵地弱的状况ꎮ
二、 始终抓住关键环节ꎬ 通过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 “乡风民风美”
以提高农牧民综合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为

目标ꎬ 着力在培育新型农牧民上下功夫ꎮ 一是

抓根本ꎬ 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美丽

乡村建设的根本ꎬ 推进核心价值观宣传进 (嘎
查) 村入农牧户ꎬ 专门印发 “接地气” 的蒙汉

双语 «宣传标语口号集锦»ꎬ 广泛运用院墙广

场等阵地ꎬ 大力宣传 ２４ 字核心价值观ꎻ 充分发

挥 “农牧民讲堂” 作用ꎬ 抓好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等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ꎻ 结

合重要时间节点、 民族传统节日和那达慕大会

等ꎬ 组织开展道德实践活动ꎬ 凝聚农牧民精神

力量ꎮ 二是抓重点ꎬ 抓住创建文明村镇这个最

重要的载体ꎬ 制定 «实施意见» «测评标准»
和 «五年规划»ꎬ 构建一套系统的评价体系ꎮ
重点实施 (嘎查) 村 “十个一” 建设 (每个

嘎查村配备一名宣传委员、 成立一个道德评议

会、 一个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评选一批星级文

明户和文明农牧民、 提炼一套村规民约和家风

家训、 建设一个小舞台、 一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文化墙、 一个善行义举四德榜、 一个道德

讲堂、 开展一项 “勤俭持家、 致富圆梦” 主题

活动)ꎬ 并作为文明村镇创评硬性指标ꎬ 目前

全区 ８５％ (嘎查) 村完成了 “十个一” 建设项

目ꎬ 旗县级以上文明村镇达 ４１４５ 个ꎮ 三是抓活

动ꎬ 重点实施 “德润草原文明之行” “勤俭

持家致富圆梦” 主题实践活动和 “五提倡、
五反对” 乡风文明大行动 (提倡勤俭持家ꎬ 反

对奢侈浪费ꎻ 提倡崇尚科学ꎬ 反对封建迷信ꎻ
提倡健康娱乐ꎬ 反对酗酒赌博ꎻ 提倡孝老爱

亲ꎬ 反对薄养厚葬ꎻ 提倡村邻和睦ꎬ 反对邻里

纠纷)ꎬ 有效提升了农牧民素质、 乡风文明和

勤劳致富的本领ꎮ 四是抓典型ꎬ 分层选树 “北

疆楷模” 和 “道德模范” “草原儿女赞最美

人物” “善行义举榜” 三个层面先进典型ꎬ 近

年来全区累计推选各类典型达 １０ 万多人ꎬ 并在

广场、 街道、 路边等显著位置大张旗鼓宣传ꎬ
使农牧民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ꎬ 达到了 “点亮

一盏灯ꎬ 照亮一条路ꎻ 燃起一堆火ꎬ 映红一片

天” 的效果ꎮ
三、 始终注重以文化人ꎬ 在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中实现 “文化生

活美”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ꎬ 着力提升农牧民的文化生活品质ꎮ
一是强阵地ꎬ 坚持文化利民ꎮ 扎实推进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ꎬ 重点抓好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ꎬ (嘎查) 村文化室覆盖率已

达 ９５ ６％ꎬ 健全完善基层大讲堂、 草原 (农

家) 书屋、 数字文化服务、 广播站、 村史展馆

等功能ꎬ 配套建设小舞台、 小广场以及宣传

栏、 四德榜等设施ꎮ 二是强服务ꎬ 坚持文化惠

民ꎮ 组织文艺团体特别是乌兰牧骑创作推出一

批赞美农村牧区的小戏小品、 好来宝、 乌力格

尔、 地方戏等文艺作品ꎬ 开展 “百团千场下基

层” 演出活动ꎮ 加强对基层大讲堂、 展室、 文

化站、 宣传栏、 广播站等基层文化阵的管理ꎬ
出台了加强村级文化中心管理运用意见ꎬ 提高

了利用率ꎮ 三是强队伍ꎬ 坚持文化为民ꎮ 加强

专业文艺团体队伍以及农牧民文艺骨干、 民间

艺人、 文化能人培养ꎬ 以连续举办的 １３ 届草原

文化节为平台ꎬ 重点扶持反映农牧民生产生活

的小戏小品ꎬ 丰富基层文化产品供给ꎻ 采取财

政补贴方式组织乌兰牧骑下乡演出ꎬ 每年演出

７５００ 多场次ꎻ 支持农牧民自办文化大院、 文化

户 １ １ 万户ꎬ 在农村牧区建起不走的文艺工

作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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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明委

留住乡愁　 让农村变得更美

海南省委、 省政府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和 “五大发展理念” 要求ꎬ 以落实 “湖州

会议” 精神为契机ꎬ 把留住乡愁作为总基调ꎬ
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让广大农村的人

居环境、 文化生活和乡风民风变得更美ꎮ
一、 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留住乡愁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曾经强调ꎬ “青

山绿水、 碧海蓝天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最强

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ꎬ 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

到的宝贵财富ꎬ 必须倍加珍惜、 精心呵护”ꎮ
全省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咐ꎬ 把生态环境

作为海南乡愁的底色ꎬ 不断加大保护力度ꎮ 一

是深化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ꎮ 把学习浙江经验

与推广琼海做法结合起来ꎬ 在充分尊重和保护

现有农村的地形村貌、 田园风光、 农业业态和

生态本底的前提下ꎬ 尽量 “不砍树、 不填塘、
不占田、 不拆房”ꎬ 从点、 线、 面推进ꎬ 抓好

居民点、 自然村和风情小镇建设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全省文明生态村已占到自然村总数的

７２％ꎬ 并连片建成国家和省级生态乡镇 ３１ 个ꎬ
占乡镇总数的 １５％ꎮ 二是开展环境整治行动ꎮ
实施 “万村绿化工程”ꎬ 在村头房前大量栽花、
种草、 植树ꎬ 全省行政村都新增绿地不低于

５００ 平方米ꎬ 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３０％以上ꎮ
开展环境卫生 “百日大整治” 专项行动ꎬ 把垃

圾治理作为重中之重ꎬ 广泛开展清洁家园、 清

洁田园、 清洁水源活动ꎮ 全省 ７０％的村庄形成

了 “村收集、 镇转运、 县处理” 的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体系ꎬ 农村生活垃圾清扫保洁覆盖率达

９０％ꎮ 三是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ꎮ 结合 “多

规合一” 试点ꎬ 制定 “美丽乡村” 建设五年计

划ꎬ 整合资源ꎬ 分类指导ꎬ 实施 “美丽海南千

村百镇工程”ꎮ 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村庄

道路、 路灯、 绿化、 供排水、 供电、 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ꎬ 做好农村改水改厕工作等ꎮ 目前ꎬ
全省基本建成 １００ 个 “宜居、 宜业、 宜游” 的

美丽乡村ꎬ 农村人居环境变得更加优美ꎮ
二、 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留住乡愁
我们注重挖掘和传承历史文化ꎬ 让海南丰

富独特的文化资源ꎬ 培育和滋养浓浓乡愁ꎮ 一

是扶持地域特色文化发展ꎮ 发掘提炼黎苗文

化、 华侨文化、 海洋文化、 红色文化精髓ꎬ 打

造传承历史记忆、 地域风情、 民族特点的文艺

精品ꎮ 出台琼剧传承发展五年规划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纲要ꎬ 扶持海南琼剧、 儋州调

声、 临高人偶戏、 哩哩美渔歌、 琼北八音器

乐、 黎苗族歌舞等发展ꎮ 拍摄以 “海南正能

量” 为主题的微电影ꎮ 举办 “民间文艺之乡”
“最美乡村” 评选和方言歌曲、 民间工艺作品

比赛等活动ꎮ 弘扬黎锦、 苗绣、 黎陶、 花梨

木、 沉香、 椰雕、 贝雕等特色艺术ꎬ 让传统乡

音、 琼古遗韵唤起人们的回忆和乡愁ꎮ 二是提

升民间传统节庆活动品味ꎮ 放大民间节庆活动

中的海南元素ꎬ 让节庆活动多一些 “海南馅”ꎮ
兴利除弊引导农民过文明 “公期”、 黎苗 “三
月三”、 七夕戏水节等节庆活动ꎬ 提升民间节

庆文化品位和社会效益ꎮ 指导办好乡村旅游文

化节ꎬ 增强 “乡土味”ꎬ 丰富乡土文化和民俗

风情ꎮ 三是推进农村宣传文化设施建设ꎮ 发挥

文化发展专项基金的导向作用ꎬ 带动各级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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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大投入ꎬ 加快完善农村宣传文化设施建

设ꎬ 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规范化、 标准化ꎮ
支持农民合唱团、 民间器乐团、 群众广场舞等

队伍发展ꎬ 招募乡村文化志愿者ꎬ 开展送演

出、 送电影、 送讲座、 送展览、 送培训等志愿

服务ꎬ 让农民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感受到

浓郁的乡情乡味ꎬ 让农村的文化生活真正美

起来ꎮ
三、 在发展全域旅游中留住乡愁
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留住乡愁ꎬ 让海

南淳朴的乡风民风变得更加甜美ꎮ 一是构建共

有精神家园ꎮ 支持母瑞山琼崖革命纪念园和云

龙琼崖红军改编旧址等一批国家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改造建设ꎬ 大力弘扬红色文化ꎮ 做强正

面宣传ꎬ 运用传统媒体、 网络技术、 文学艺

术、 公益广告、 宣传橱窗等各类资源ꎬ 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进人们心田ꎮ 抓好示范引

领ꎬ 组织编撰海南楷模风采录ꎬ 运用群众身边

的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和凡人善举ꎬ 传播正能

量、 提振 “精气神”ꎬ 让新风正气成为社会生

活主流和人们心头暖流ꎮ 搭建实践平台ꎬ 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举办未成年人道德讲

坛ꎬ 开展传承家风村风、 结对子精准扶贫、 手

拉手关爱农村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适合农民

广泛参与的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ꎬ 倡导农村新

风ꎮ 二是深化海南文明大行动ꎮ 以提升文明素

质、 培育时代风尚、 丰富人文内涵、 改善生活

品质为主题ꎬ 进行再部署、 再动员、 再推动ꎬ
着力把文明大行动打造成增强国际旅游岛建设

软实力的综合载体ꎬ 创建优美环境、 优良秩

序、 优质服务ꎬ 形成奋发向上、 崇德向善、 正

气高扬的文明风尚ꎮ 三是以乡愁助推乡村游ꎮ
按照 “全景化打造、 全地域覆盖、 全资源整

合、 全领域互动、 全社会参与” 的思路ꎬ 发挥

文明生态村的优势和特色ꎬ 连片打造乡村旅游

品牌和精品线路ꎻ 帮助农民因地制宜开发生产

特色旅游文化产品ꎻ 指导县市创排农村旅游演

艺节目ꎻ 组织新媒体全方位宣传推介海南全域

旅游资源和特色旅游产品ꎬ 扩大乡村旅游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ꎮ 现在乡村旅游不仅成为海南全

域旅游的响亮品牌ꎬ 而且成为海南民风乡风的

展示窗口ꎬ 成为中外游客感受乡愁、 愉悦身心

的难忘之旅ꎮ ２０１５ 年海南乡村旅游游客达到

６７５ 万人次ꎬ 同比增长 １２ ３９％ꎻ 乡村旅游收入

１７ ７５ 亿元ꎮ 既让农民增加了收入ꎬ 也让游客

收获了满满的喜悦ꎮ

陕西省文明委

以 “十个一” 建设助力精神脱贫
建设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陕西是欠发达省份ꎬ 横跨 ３ 个国家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ꎬ １０７ 个县中 ９６ 个有扶贫任务、 ５６
个是国家贫困县ꎬ 全省 ３３％的农村、 ３５０ 万人

处于贫困之中ꎬ 贫困人口规模排全国第 ９ 位ꎮ
对今天的陕西来说ꎬ 物质脱贫、 精神脱贫的任

务都很重ꎮ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考察调

研ꎬ 全省上下受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ꎮ 目前ꎬ
陕西正在按照总书记提出的 “五个扎实” 要

求ꎬ 追赶超越、 奋勇争先ꎬ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ꎬ 既有物质生活的小康ꎬ 也离不开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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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小康ꎮ 对今天的陕西来说ꎬ 就是要抓好

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ꎬ 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

设ꎬ 让百姓过上真正 “双丰收” 的日子ꎮ 这是

陕西抓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的大背

景ꎮ 一年多来ꎬ 我们以建设 “十个一” 为切入

点 (一个农家书屋、 一个村广播室、 一个村文

化活动室和文化广场、 乡村文明一条街、 一个

善行义举榜、 一支乡贤文化骨干队伍、 一个道

德讲堂或道德评议会、 一套乡规民约、 每年表

彰一次 “十星级文明户”、 每年评选表彰一批

“五好文明家庭” ) 助推精神脱贫ꎬ 有力提升

了农村特别是贫困村的精神小康水平ꎮ
一、 坚持统分结合ꎬ 构建抓 “十个

一” 的工作格局
“统” 就是省委和省政府统一领导ꎬ 省文

明委牵头抓总、 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ꎻ
“分” 就是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 各

展所长ꎬ 抓条块推动和专项落实ꎮ 有统有分、
统分结合目的是构建 “党委政府加强领导、 省

文明委统筹协调、 省级各部门分工负责” 的

“十个一” 建设大格局ꎮ 省文明委在充分调研、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ꎬ 研究制定了 «关于以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为载体ꎬ 大力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的实施意见»ꎬ 把农

村核心价值观作为灵魂和主线ꎬ 贯穿 “十个

一” 建设始终ꎬ 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的基本目标:
一方面是培育 “三爱五讲” 新型农民 (爱党、
爱国、 爱家乡ꎬ 讲法治、 讲道德、 讲文明、 讲

秩序、 讲卫生)ꎬ 另一方面是建设 “四美” 家

园 (环境美、 风尚美、 人文美、 生活美)ꎬ 进

一步深化了陕西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的建

设标准ꎬ 使 “十个一” 工作更接地气、 更具操

作性ꎮ 各方面、 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 “十个

一” 建设ꎬ 找准站位、 担当尽责ꎮ 比如ꎬ 省政

府制定了 «全面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持续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ꎬ 建设部门编制了 «建
设规划»ꎬ 财政部门印发了 «陕西省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方案»ꎬ 其他各部门也都出台了具体

的推进方案ꎬ 全省推动 “十个一” 建设 “一盘

棋” “大联唱” 的工作格局和浓厚氛围正在

形成ꎮ
二、 坚持内外兼修ꎬ 激发 “十个一”

的正向能量
只有把群众思想道德的 “里子” 和村容村

貌的 “面子” 同步推进ꎬ 才能在优美的环境中

培育出群众身边的、 活生生的正能量ꎮ 在道德

修养方面ꎬ 充分发挥道德教化、 乡贤教育、 民

约规制、 义举榜引导等的作用ꎬ 很多都有创新

的地方ꎮ 比如ꎬ 道德讲堂走家串户ꎬ 到群众身

边讲、 讲到群众心坎上ꎬ 改变了一些固定地

点、 刻板说教的传统做法ꎻ 乡规民约各具特

色ꎬ 继承乡约传统 (陕西是中国最早的乡

约———吕氏乡约的诞生地)ꎬ 拒绝套路化ꎬ 由

老百姓自己制定ꎬ 实现自我教育ꎮ 在环境整治

方面ꎬ 一方面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ꎬ 对

垃圾乱倒、 粪便乱堆、 畜禽乱跑、 柴草乱放、
污水乱排的 “五乱现象” 开刀ꎬ 打造生态优

美、 宜居宜人的生活环境ꎮ 另一方面ꎬ 实施移

民搬迁工程ꎬ 把文化活动室、 文化广场、 广播

室等纳入新村建设总体规划ꎮ 针对异地搬迁后

的水土不服、 人心分散、 道德滑坡等问题ꎬ 积

极开展心理引导、 道德教育ꎬ 在实现物质生活

快速小康的同时ꎬ 潜移默化推进精神生活同步

小康ꎮ
三、 坚持点面互动ꎬ 带动 “十个一”

迈向更高水平
“点面互动”ꎬ 就是以点带面、 以面推点ꎬ

次第开花、 春色满园ꎬ 通过 “十个一” 推动陕

西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的整体提升ꎮ
我们提出ꎬ 全省同步启动、 三年抓点示范、 五

年全面建成ꎬ 并具体化为 “１１３３” 工作思路: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每年抓 １０ 个省级重点示

范县ꎬ 各市每年抓 １ 个市级重点示范县ꎬ １０３
个涉农县区每年至少抓 ３ 个重点示范镇ꎬ 每个

镇每年至少抓 ３ 个重点示范村ꎬ 自上而下、 层

层动员、 逐级落实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每

年拿出 ５００ 万元对省级重点示范县予以奖励扶

持ꎮ “面上推进”ꎬ 首先是强化总体部署ꎬ 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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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先后三次召开全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会、 “美丽乡村文明

家园” 建设现场会ꎬ 作出全面部署ꎻ 其次是强

化分类指导ꎬ 先后召开陕南片区、 关中陕北片

区推进会ꎬ 梳理不同地域的先进典型ꎬ 实现点

亮一个照亮一片ꎮ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工作实施一

年多来ꎬ 陕西省美丽乡村 “面子” 越来越美ꎬ
文明家园 “里子” 越来越实ꎬ 民风越来越好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按照这次会议精神ꎬ 进一步改

进提升ꎬ 把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推向

更高水平ꎮ

安徽省安庆市文明委

守护文化根脉　 厚培文明乡风

安庆历史文化厚重、 名士乡贤众多ꎬ 涵育

了千年古城 “崇文尚德” 的文化根脉ꎬ 培育了

百年省会 “务实创新” 的精神风骨ꎮ 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中ꎬ 我们以传统文化为底色ꎬ 以古

今乡贤为榜样ꎬ 以文化乐园为阵地ꎬ 移风易俗

倡文明、 破除陋习树新风ꎬ 让田野ꎬ 乡村劲吹

文明风ꎮ
一、 黄梅戏曲 “唱” 文明
充分利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黄梅戏ꎬ 让群

众在黄梅乡音里受到熏陶、 感悟文明ꎮ 一方

面在复排古剧中融入核心价值观元素ꎮ 对

«天仙配» 等经典剧目改编复排ꎬ 逐步融入自

由平等、 文明和谐等核心价值观元素ꎬ 展现

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和时代担当ꎮ 近五年先

后复排了 ３０ 余部大型黄梅戏和黄梅戏小戏ꎬ
保证每村每年至少演出 １ 场以上正规大戏ꎮ
另一方面在创排新剧中展现核心价值观要求ꎮ
突破传统黄梅戏的题材局限ꎬ 创排了契合时

代要求的大型黄梅戏 «大清名相» «不越雷

池»ꎬ 以古鉴今、 以史资政ꎬ 既传承了清白传

家的家风家教ꎬ 又传扬了清正廉洁的担责担

当ꎬ 深受干部群众欢迎喜爱ꎮ 目前两部大剧

作为安徽省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生动教

材ꎬ 正在全省巡演ꎮ

二、 古今乡贤 “传” 文明
乡贤根植乡土ꎬ 引领乡风、 影响乡民ꎮ 一

是把乡贤 “请出来”ꎮ 成立四级乡贤组织ꎬ 挖

掘 “古土” 乡贤ꎬ 传颂 “古圣贤” 典故ꎻ 寻找

“在土” 乡贤ꎬ 讲好 “新乡贤” 故事ꎻ 请回

“离土” 乡贤ꎬ 引导他们反哺桑梓ꎮ 二是把乡

贤 “展出来”ꎮ 整合利用现有文化设施ꎬ 在县

城设立 “乡贤文化展示厅”、 在乡镇设立 “乡
贤文化广场”、 在乡村设立 “乡贤文化长廊”、
在学校设立 “乡贤文化墙” 等ꎬ 把 “乡贤故

事” 印在墙上、 刻在心上ꎮ 三是把乡贤 “传开

来”ꎮ 组织开展乡贤文化 “四进” 活动: 进厅

堂ꎬ 突出家庭这个社会细胞ꎬ 涵养重德家风ꎻ
进课堂ꎬ 突出青少年这个特殊群体ꎬ 培育崇文

学风ꎻ 进讲堂ꎬ 突出党员干部这个 “关键少

数”ꎬ 引导清明政风ꎻ 进礼堂ꎬ 突出广大群众

这个最大公约数ꎬ 淳化质朴民风ꎬ 切实让乡贤

文化润泽乡间邻里ꎮ
三、 文化乐园 “植” 文明
抓住创建国家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的机遇ꎬ 把乡村文化阵地打造成文明高

地ꎮ 一是从建成到建好ꎮ 实施达标升级工程ꎬ
在确保基本文化设施达标的基础上ꎬ 大力推进

以 “一场两堂三室四墙” 为主体的农民文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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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试点ꎬ 目前全市建成 ９０ 个、 在建 ６７ 个ꎬ 达

到 “建成一个乐园、 传承一方文化、 幸福一批

群众” 的目标ꎮ 二是从管理到管好ꎮ 建立健全

文化设施 “建管用” 机制ꎬ 落实农村文化建设

专项补助ꎬ 配备基本工作人员ꎬ 让 “建起来”
的文化乐园 “转起来”ꎻ ５００ 多名文化辅导员和

７２００ 多名文化志愿者参与管理和服务ꎬ 让农民

群众 “乐起来”ꎮ 三是从用足到用好ꎮ 深化公

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ꎬ 把群众 “请进门” 服

务ꎻ 每年开展 “送戏进万村” 等公共文化活动

５ 万多场次、 服务群众 １０００ 多万人次ꎬ 把文化

“送上门” 服务ꎻ 公共图书阅读从县馆到农家

书屋通借通还ꎬ 把图书 “敞开门” 服务ꎬ 农民

群众文化获得感极大增强ꎮ
四、 先进典型 “树” 文明
围绕打造 “好人安庆”ꎬ 用先进典型的榜

样力量引领文明乡风ꎮ 一是广范围 “评”ꎮ 道

德模范、 乡村好人等各类先进典型就在百姓身

边ꎬ １０００ 多个市级以上典型人物分布在村居巷

里ꎬ 群众学有典范、 做有标尺ꎮ 二是全方位

“赞”ꎮ 在全市 １０００ 多个乡村设立善行义举榜ꎬ
组织典型人物到农村开展巡讲ꎬ 放大先进典型

社会效应ꎮ 成功承办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ꎻ 建成了免费开放的

安庆好人馆ꎬ 年参观人数超过 １０ 万人次ꎮ 三是

多途径 “帮”ꎮ 出台 «安庆市道德模范和好人

帮扶办法»ꎬ 在就业就学、 养老医疗等方面优

抚先进典型ꎬ 在保障房分配中优先考虑ꎬ 对生

活困难的好人模范开展结对帮扶ꎬ 大力倡导

“德者有情” 的鲜明价值导向ꎮ
五、 敦风化俗 “育” 文明
组织开展 “反对大操大办、 破除陈规陋

习、 提倡文明新风” 系列主题实践活动ꎬ 推动

移风易俗ꎬ 促进文明养成ꎮ 一是村规民约 “硬
约束”ꎮ 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主管作用ꎬ 成立

乡风文明监督小组对陈规陋习进行制止和规

劝ꎻ 发挥村规民约的导向作用ꎬ 与每个农户签

订遵守协议ꎮ 二是集中治理 “零容忍”ꎮ 敢于

动真碰硬ꎬ 重拳出击开展整治ꎮ 如全面推行殡

葬改革ꎬ 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ꎬ 全市火化率由

２０１４ 年初的 １０％提高到现在的 ９０％ꎬ 骨灰入葬

公益性墓地达到 ８０％以上ꎮ 三是良俗引导 “自
觉行”ꎮ 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举办乡间民俗文化展示、 农民歌会等群众性文

化活动ꎬ 引导农民群众主动参加文体娱乐、 参与

社会公益ꎬ 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农闲

时节和节日期间盲目攀比、 打牌赌博的现象明

显减少ꎬ 社风民风出现了可喜变化ꎮ

重庆市永川区文明委

抓好 “个十百千万” 　 实现 “三个美起来”

重庆市永川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ꎬ 按照全市统一

部署ꎬ 围绕建设美丽乡村主题ꎬ 以 “个十百千

万” 为抓手ꎬ 大力整治乡村环境ꎬ 加强道德引

领ꎬ 培育优良家风ꎬ 传承乡贤文化ꎬ 弘扬志愿

精神ꎬ 实现乡风民风美起来、 人居环境美起

来、 文化生活美起来ꎮ
一、 “一个主题行动” 美化人居环境
积极实施 “美丽永川清洁乡村” 行动ꎬ

对全区镇街进行全域整治ꎮ 一是清洁院落ꎮ 修

建垃圾池、 设置垃圾箱ꎬ 划定责任区、 常态化

清扫ꎬ 健全农村垃圾清运机制ꎮ 二是清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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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ꎮ 开展垃圾乱堆、 污水乱排、 车辆乱停、 管

线乱拉、 摊点乱建 “五乱” 整治ꎬ 确保场镇干

净美丽、 秩序井然ꎮ 三是清洁道路ꎮ 分段安排

清扫保洁人员ꎬ 推进乡村公路净化、 绿化、 美

化ꎮ 四是清洁水源ꎮ 清洁河流、 水库ꎬ 整治河

道、 山坪塘ꎬ 禁止在水源地排污、 开设养殖

场ꎮ 五是清洁田园ꎮ 清理白色垃圾ꎬ 推广清洁

生产技术ꎬ 整治农业面源污染ꎮ 整合涉农资金

５ ６ 亿元ꎬ 建成巴渝民居特色村落 ２６０ 个、 示

范院落 ５５２ 处ꎬ 黄瓜山村、 高坡村成功创建全

国文明村ꎮ
二、 “十大最美人物” 树立价值导向
组织 “最美” 系列评选ꎬ 用有形的正能

量、 鲜活的价值观ꎬ 引导群众见贤思齐、 崇德

向善ꎮ 一是发现 “最美人物”ꎮ 定期评选最美

教师、 最美村官、 最美孝子等 “最美人物”ꎬ
打造 “最美品牌”ꎬ 涌现出 “全国道德模范” １
名、 “中国好人” ２ 名、 重庆好人 ５２ 名ꎮ 二是

褒扬 “善行义举”ꎮ 以城乡小橱窗、 小黑板、
小海报、 小视屏为载体ꎬ 设立 “善行义举榜”ꎬ
褒扬 “最美事迹”ꎬ 传播 “身边感动”ꎬ 让善行

义举上榜ꎬ 为凡人善举立传ꎮ 三是倡导 “好人

好报”ꎮ 组织 “最美人物” 走基层ꎬ 开展微访

谈活动ꎬ 用最美人物事迹感染身边人、 教育全

社会ꎮ 募集 “道德关爱基金” １００ 余万元ꎬ 表

彰 “最美人物” “道德模范”ꎬ 树立 “好人好

报” 鲜明价值导向ꎮ
三、 “百个最美家庭” 带动家风建设
表彰 １００ 个 “最美家庭”ꎬ 以家风建设带

动校风、 乡风、 行风、 党风建设ꎬ 促进 “五风

互动”ꎮ 一是以家风促校风ꎮ 围绕 “孝悌慈严”
主题ꎬ 开展 “家书伴我行” “寻找传家宝”
“百名母亲讲家教” 等活动ꎬ 以家风家教促立

德树人ꎮ 评选表彰 “孝心少年” ８０ 名、 “尊

师重教家庭” １６０ 个ꎮ 二是以家风淳乡风ꎮ 发

挥祠堂在家族生活中的伦理教化功能ꎬ 将家

规祖训刻于祠堂ꎬ 将名句格言悬于祠堂ꎬ 将

家族故事书于祠堂ꎮ «松溉古镇: 祠堂引领文

明新风» 收录为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百家经验ꎮ 三是以家风净行风ꎮ 开

展 “行业价值观大讨论” 活动ꎬ 甄选 “行业

箴言” ３６０ 条ꎮ 发挥 “中国书法之乡” 优势ꎬ
将职业操守写成作品、 制成门楣牌匾ꎬ 推动

职业操守挂厅堂、 入人心ꎮ 四是以家风正党

风ꎮ 结合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开展 “党

员干部议家规亮家训” 活动ꎬ 组织学习交流

８８ 场ꎬ 整理评选党员干部好家训 ２６６ 条ꎬ 助

推廉政文化建设ꎮ
四、 “千名草根乡贤” 引领农村风气
大力培育新乡贤文化ꎬ 发挥文化的力量ꎬ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ꎮ 一是让乡贤文化根植乡

土ꎮ 立足 “草根群体、 民间力量” 定位ꎬ 采取

“我们的乡贤我们评、 评好乡贤我们学” 方式ꎬ
评出 “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 为人正派、 处事

公正、 群众公认” 的新乡贤 ９２３ 名ꎮ 二是让乡

贤事迹垂范乡里ꎮ “一句话” 概括事迹ꎬ “一块

匾” 明确荣誉ꎬ “一本书” 荟萃故事ꎬ “一张

榜” 营造氛围ꎬ “一首歌” 传递情怀ꎬ “五个

一” 宣传新乡贤的嘉言懿行、 成就贡献ꎬ 激发

新乡贤的荣誉感、 使命感ꎮ 三是让乡贤力量造

福乡邻ꎮ 成立区乡贤文化促进会、 镇街乡贤联

谊会、 村社乡贤参事会ꎮ ４６０ 余名乡贤牵头ꎬ
制定或修改 １５０ 条符合法律法规、 尊重公序良

俗、 操作性强的村规民约ꎮ １１０ 余名乡贤组织

成立 “红白理事会” “禁赌劝导协会”ꎮ 全区乡

贤带动发展致富项目 ２００ 余个ꎬ 为农村公益事

业捐资 １ ２５ 亿元ꎮ
五、 “万名骨干志愿者” 助力乡村

发展
常态化开展农村志愿服务活动ꎬ 助力农村

产业发展、 社会治理、 文化繁荣ꎮ 一是关爱农

村 “三留守”ꎮ 组织万名骨干志愿者与 ４２８４ 名

留守儿童、 ３６６１ 名留守妇女、 ５１１２ 名留守老人

结对ꎬ 为留守人员提供生活助困、 精神慰藉、
医疗康复等服务ꎮ 二是深入基层 “送文化”ꎮ
组织文艺志愿者ꎬ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１０００
余场ꎬ 胡远莉乡村文艺义演队被评为重庆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ꎮ 援建文化大院 ５０ 个ꎬ 文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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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２００ 户ꎮ 三是助力扶贫 “攻坚战”ꎮ 开展

“我们一起奔小康” 志愿服务进村社进家庭活

动ꎬ 促进政策协调、 项目设计、 定点帮扶等

“十到户”ꎬ 精准对接、 认领项目ꎬ 助力 ５ 个市

级贫困村、 ６６５９ 个贫困户、 １６７３８ 人实现整体

脱贫ꎮ

山东省胶州市文明委

坚持 “四主” 　 推进 “四化”
实现美丽乡村建设 “三个美起来”

建设美丽乡村是中央深化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大举措ꎮ 胶州市始终围绕这个主题ꎬ
落实山东省乡村文明行动要求ꎬ 从 ２００７ 年农

村 “五化” 建设ꎬ 到 ２００９ 年 “五种新风” 推

树ꎬ 到 ２０１２ 年 “尚德胶州” 建设ꎬ 到 ２０１４
年 “四类” 村庄创建ꎬ 再到 ２０１５ 年的移风易

俗和文明创建ꎬ 一以贯之、 久久为功ꎬ 推动

实现 “三个美起来”ꎮ 到年底ꎬ 有 ６１０ 个村达

到 山 东 省 县 级 文 明 村 标 准ꎬ 占 村 庄 总

数 ７５ ２％ꎮ
一、 村庄当 “主角”ꎬ “标准化” 树起

美丽标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中国要美ꎬ 农村必

须美”ꎮ 要让农村美ꎬ 必须突出村庄这个基本

单元ꎬ 让村庄当好主角ꎮ 为此ꎬ 我们坚持政策

引领、 村庄自主ꎬ 对 ８１１ 个村庄设计四类标准ꎮ
卫生洁净村是底线ꎬ 设置垃圾日产日清等 ６ 项

指标ꎻ 达标村广覆盖ꎬ 设置 １６ 项指标ꎬ 重点提

升村庄 “五化” 建设水平ꎻ 示范村树样板ꎬ 设

置 ３３ 项指标ꎬ 重点在村庄污水处理、 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等方向上提升档次ꎻ 特色村重内涵ꎬ
设置 １９ 项指标ꎬ 体现乡村记忆等特色ꎮ 标准化

创建给了村庄一个看得见、 摸得着的工作清

单ꎬ 既要调动积极性ꎬ 但又不能给村庄添负

担ꎮ 为此ꎬ 对村庄硬化项目ꎬ 市镇两级按 ６ ∶４

的比例分两年拨付 ２ ３ 亿元以奖代补ꎬ 同时鼓

励村庄 “跳高” 创建示范村和特色村ꎬ 每建成

１ 个奖励 ２０ 万元ꎮ 目前ꎬ 全市卫生洁净村

１００％全覆盖ꎬ 达标村达到 ９１ ９％ꎬ 建成示范村

９２ 个、 特色村 １６ 个ꎬ 省级示范村 ３７ 个ꎮ
二、 政府抓 “主导”ꎬ “一体化” 筑起

美丽网络
村庄创建只是塑造了一个个 “盆景”ꎬ 让

盆景移苗入地、 变成花园才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关键ꎮ 构筑美丽乡村大花园ꎬ 关键要搭好基础

设施网络ꎬ 推动一体融合ꎬ 必须政府统筹ꎮ 我

们坚持小切口、 一体化、 广覆盖ꎬ 将城乡环卫

一体化作为突破点ꎬ 建立健全 “镇村保洁收

集、 市级清运处理” 运行机制ꎬ ２０１５ 年被确认

为首批山东省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市ꎮ 坚持

寻本治源ꎬ 治理深层环卫ꎬ 推进治污改厕联

动ꎮ 委托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编制总投资 １６ １２
亿元的 “ １ ＋ １０ ＋ ９ ＋ Ｘ” 城乡污水处理体系ꎬ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全市所有工业园区及镇驻地将实

现污水收集全覆盖ꎬ ６０％的村庄建有污水处理

设施、 ８０％的污水进行处理ꎮ 依托污水处理ꎬ
通过三种模式推进农村改厕ꎬ 财政投入 １ ４ 亿

元ꎬ ２０１６ 年全年改造 １２ ２ 万户ꎬ 实现广覆盖ꎮ
在改造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ꎬ 实施分层次、 系

统化提升工程ꎬ 仅大沽河治理就穿起沿线 ８５ 个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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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ꎬ 昔日背河 “封闭” 村变成今天面河旅游

村ꎮ 全市美丽乡村形成了村在格中、 网联城

乡、 连线成片、 全域统筹的格局ꎮ
三、 群众是 “主体”ꎬ “内涵化” 塑造

美丽心灵
美丽乡村不仅需要环境整洁 “外在美”ꎬ

更加需要文明尚德 “内在美”ꎮ 我们坚持以人

为本、 群众主体ꎬ 通过 “一评、 二立、 三育”ꎬ
在农村持续涌动起崇德向善的正能量ꎮ “一评”
就是评选文明家庭ꎬ 坚持 “低门槛”ꎬ 实施渐

进式创建ꎬ 从洁净家庭到五好家庭到文明家

庭ꎬ 让绝大多数群众参与进来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市

２０ ６ 万余户家庭ꎬ 有 １３ ５ 万余户家庭创建成

“洁净家庭”ꎬ ６ ７ 万余户创建成 “五好文明家

庭”ꎬ 分别达到 ６５ ５％和 ３３％ꎬ 评出 ２０ 户市级

“文明家庭” 标兵在年底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上

表彰ꎮ “二立” 就是立标立榜ꎮ 通过树典型ꎬ
激发群众崇尚新风自觉性ꎮ 全市 ６４６ 个村开展

了好媳妇、 好公婆等评选活动ꎬ ９２ ６％的村建

立 “善行义举四德榜”ꎮ “三育” 就是家训育

人、 村规育民、 文化育村ꎮ 开展家风家训传承

活动ꎬ 全市打造主题公园、 广场 ２２ 个ꎬ 主题

墙、 示范街近 ２０ ４ 万平方米ꎮ 全面推进移风易

俗ꎬ 全市 ８１１ 个村实现村规民约全覆盖ꎬ ５７４
个村建立完善红白理事会ꎮ 注重文化活动ꎬ 坚

持种文化ꎬ 创、 演、 赏全以群众为主角ꎬ “广
场文化周周演” “群星耀胶州” 市民才艺秀、
“邻里艺术团” 巡演等一系列群众性文化活动

每年 ４２００ 多场ꎬ 用百姓舞台凝聚群众ꎬ 在欢乐

万家中传承新风ꎮ
四、 管理成 “主线”ꎬ “长效化” 构筑

美丽保障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的远征ꎮ 我们始终坚持 “建管并重、 边建

边管”ꎬ 就村庄创建列出台账和清单ꎬ 并每年

补充新标准ꎬ 将所有达标村、 示范村、 特色

村纳入日常动态管理ꎬ 引入第三方暗访ꎬ 第

一次暗访不合格村庄挂牌警告ꎬ 限期整改ꎬ
两次暗访均不合格村庄取消称号ꎬ 通过挂牌

整改做到了保持到位ꎮ 管理村庄有惩也要有

奖ꎮ 为调动村庄持续创建的积极性ꎬ 保持财

政资金投入常态ꎬ 每年示范村和特色村每个

村给予 ２ 万元奖励ꎮ “三分建、 七分管”ꎬ 动

态认证长效机制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走上了制

度化、 规范化轨道ꎮ

湖南省浏阳市文明委

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提升农村精神文明水平

浏阳地处湘东ꎬ 毗邻江西ꎬ 面积 ５００７ 平方

公里ꎬ 人口 １４７ 万ꎬ 享有 “千年古县” “花炮

之乡” “花木之乡” 的美誉ꎬ 县域经济与县域

基本竞争力排名全国百强第 ２８ 位ꎮ 近年来ꎬ 我

们全面贯彻中央、 省、 市决策部署ꎬ 紧扣 “湖

湘宝地、 美丽浏阳” 的城市定位ꎬ 扎实推进全

域美丽乡村建设ꎬ 助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ꎮ 浏阳先后荣获 “中国十佳生态文明城

市” “中国生态魅力市”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县”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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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力品质提升ꎬ 树立农村环境新

标杆
围绕 “全国先进、 全省样板” 目标ꎬ 在湖

南率先启动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创建工

作ꎬ 致力打造可复制、 可推广的美丽乡村建设

升级版ꎮ 一是从顶层设计ꎮ 将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与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农业工作、 城乡一体

化工作、 全域旅游发展等全面统筹起来ꎬ 研究

出台 «浏阳市全域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ꎬ 升级打造 ３００ 个示范幸福屋场、 １００ 个示

范村、 １０ 个示范乡镇ꎬ 实现由点到面、 全域覆

盖ꎬ 把浏阳建设成为独具特色、 极具魅力的大

花园、 大景区ꎮ 二是以项目促推ꎮ 大力实施

“环境整治、 造绿复绿、 农村公路建设、 文化

设施提质” 四大行动ꎬ 坚持常态化开展、 项目

化推进ꎬ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ꎮ 近年来全市共植

树近 ３０００ 万株ꎬ 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３０４０ 公里ꎬ
新建乡镇综合文化站 ２６ 个ꎮ 三是凭特色取胜ꎮ
按照 “保护原有风貌、 不搞大拆大建、 杜绝千

村一面” 原则ꎬ 深度融入浏阳红色文化、 花炮

文化、 “孝” 文化、 “和” 文化等别具一格的地

域文化ꎬ 精心打造荷文公路、 浏东公路、 永社

公路沿线等一批美丽乡村示范带ꎬ 永安镇华山

屋场、 古港镇松山屋场、 中和镇富家湾屋场等

一批精品幸福屋场ꎬ 充分展示富有文化特质、
留住美丽乡愁的城乡发展新画卷ꎮ 四是抓规范

管理ꎮ 致力推动最严格、 最精细、 最到位的城

市管理向乡村延伸ꎬ 充实乡镇专业城管力量ꎬ
在村级和屋场设立专门的管理办公室和值班岗

亭ꎬ 实现常态化巡查、 规范化管理ꎮ 着力引导

社会公益组织在乡村设立志愿服务站 (点)ꎬ
积极开展屋场管理、 文明劝导、 扶贫帮困等

工作ꎮ
二、 致力文化引领ꎬ 弘扬农村文明新

风尚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ꎬ 把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全域美丽乡村建

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ꎬ 让乡风民风淳起来ꎮ 一

是增强先进文化的感染力ꎮ 深入开展 “淳风美

德润浏阳” 系列活动ꎬ 以常态宣传来倡议美

德、 倡树文明ꎬ 广大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

念得到极大改观ꎮ 如针对过去农村办酒攀比浪

费的陋习ꎬ 我们大力倡导 “文明办酒”ꎬ 得到

了老百姓的积极响应ꎬ 现在ꎬ 节俭办酒在浏阳

蔚然成风ꎬ 群众普遍感到从沉重的人情负担中

解脱出来ꎮ 二是增强乡贤文化的带动力ꎮ 充分

发挥优秀村级干部、 企业能人、 道德模范的独

特优势ꎬ 鼓励其带头支持美丽乡村建设ꎮ 在一

大批新乡贤的示范带动下ꎬ 群众纷纷捐资集

资、 投工投劳参与美丽乡村建设ꎬ 村民自筹部

分占总投入的 ８０％以上ꎮ 三是增强宗祠文化的

吸引力ꎮ 浏阳宗祠文化源远流长ꎬ 共有宗祠

２６０ 多座ꎮ 我们注重将现代文明融入传统宗祠

文化之中ꎬ 组织开展 “家风家训分享会” “道
德模范交流会” 等道德实践活动ꎬ 将祠堂打造

成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ꎮ 四是

增强群众文化的凝聚力ꎮ 组织开展 “文化下

乡” “电影下乡” “科技下乡” 等惠民行动ꎬ
精心举办 “广场月月乐” “节日家家欢” 等文

化活动ꎬ 丰富群众精神生活ꎬ 增进社会和谐因

素ꎮ 浏阳实现连续五年各特护期上京非访 “零
登记”ꎬ 连续两年获得湖南综治民调长沙九区

(县、 市) 第 １ 名ꎮ
三、 致力产业培育ꎬ 开辟农村创富新

途径
发展产业、 富裕农民ꎬ 让广大农村群众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ꎬ 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题

中之义ꎮ 一是因地制宜兴产业ꎮ 坚持实施 “产
业兴城” 战略ꎬ 引导各乡镇、 村组走专业化、
特色化的发展之路ꎮ 如我们重点打造 １０ 条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ꎬ 推动沿线乡镇依托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ꎬ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ꎬ 吸

引了八方宾客纷至沓来ꎮ ２０１６ 年前 ７ 月ꎬ 全市

接待游客 １１３１ ２ 万人 (次)ꎬ 实现旅游收入

１２４ ８ 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７％和 ２９％ꎮ 二是因势

利导促创业ꎮ 着眼转型创新发展ꎬ 引导广大农

村群众投身到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大潮之

中ꎮ 如古港镇松山屋场通过开发千亩油菜、 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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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艺术等ꎬ 聚集了旺盛人气ꎬ 当地外出务工人

员纷纷返乡就业创业ꎬ 外出务工人数减少了

２ / ３ꎮ 三是因需施策强家业ꎮ 结合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农房抵押贷款等改革

试点工作ꎬ 率先成立农村资源流转交易中心ꎬ
将水田、 林地、 鱼塘等资源交易全面统筹起

来ꎬ 促进 “沉睡” 的资源转化为 “流动” 的资

本ꎮ 现全市农房抵押贷款余额达 ５１ ７ 亿元ꎬ 惠

及农户和企业 １ ８ 万家ꎬ 有效破解了村民融资

难题ꎬ 释放了农村创富活力ꎮ ２０１５ 年浏阳获评

湖南全面小康经济强县ꎬ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２５１９１ 元ꎬ 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

福感、 归属感大幅提升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文明委

立足瑶乡实际　 建设美丽乡村

广西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深入贯彻落实

２０１５ 年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精神ꎬ 立足瑶乡实际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活动为

抓手ꎬ 在树立文明风尚、 丰富文化生活、 改善

人居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ꎬ 让乡村群众

切实分享改革发展和精神文明创建成果ꎮ
一、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

落地生根ꎬ 掀起乡村 “文明风”
一是 “典型评树” 促文明ꎮ 深入开展道德

模范、 美德少年、 身边好人以及 “弘扬家风家

训　 推进乡土化建设” “发展效益农业争做新

型农民” 等评选表彰活动ꎬ 积极培育新乡贤ꎬ
涌现出全国劳模 ２ 人ꎬ 入选中国好人榜 １ 人、
获得提名 ２ 人ꎬ 市级道德模范 １ 人、 美德少年

１８ 人ꎮ 二是 “乡风传承” 润文明ꎮ 把传承、 培

育好家风家训与 “文明村镇” “十星级文明户”
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ꎬ 红岩、 北

洞源村荣获 “全国文明村” 称号ꎬ 全县有 ６ 户

被评为市级 “十星级文明户”、 ６６ 户被评为县

级 “十星级文明户”ꎮ ８５５ 个自然村屯结合实

际ꎬ 制定和完善了 «村规民约» 及自治章程ꎬ
建立健全了红白理事会、 村民议事会、 禁毒禁

赌会等村民自治组织ꎮ 三是 “道德锤炼” 育文

明ꎮ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ꎬ 广泛开展 “瑶族文化进校园” “小手拉大

手、 道德齐步走” “文明礼让斑马线” “三关

爱” 志愿服务等活动ꎬ 把瑶族优秀文化、 思想

道德建设融入了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ꎬ 形成了

“文明、 和睦、 互助” 的新风尚ꎮ 四是 “协调

发展” 树文明ꎮ 积极探索推行城乡一体化发

展、 社区化管理模式ꎬ 提高农民现代文明生活

和管理工作水平ꎮ 北洞源、 红岩等村实行 “农
事村办” 的管理模式ꎬ 配备计生、 卫生、 法

律、 政务、 警务服务室ꎬ 让农民群众享受与城

镇居民一样的社区化服务ꎮ
二、 着力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ꎬ

遍开乡村 “文明花”
一是改善人居环境ꎮ 全域规划ꎬ 突出瑶族

特色建设美丽乡村ꎬ 获得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ꎮ 全面实施县城及村屯风貌改造、 绿化美

化和环境综合整治ꎬ 涌现出黄岭、 门等、 红岩

等一批宜居乡村示范点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第二次全国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在我县召开ꎬ “恭
城经验” 获得中央领导及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ꎮ 红岩村入选 “全国十大魅力乡

村”ꎬ 门等、 黄岭等七个村屯获得首批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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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村屯” 称号ꎮ 二是强化生态建设ꎮ 把保护

生态环境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最高标准ꎬ 以

“五改十化” 推动新农村建设ꎮ 全县沼气入户

率达 ８９ ７％、 森林覆盖率达 ８１ １４％、 农村道

路硬化率达 ９８ ３％ꎬ 农村群众全部喝上了符合

卫生标准的饮用水ꎮ 建成一批农村垃圾污水处

理设施ꎬ 实现了农村垃圾与污水处理 “两个全

覆盖”ꎮ 三是发展绿色经济ꎮ 以红岩、 社山等

特色瑶族新村为重点ꎬ 以点带面ꎬ 着力推进城

乡区域、 精品线路、 溪流沿岸的村庄建设ꎬ 绿

色经济持续增长ꎬ 红岩、 社山等一批新农村实

现了 “三个转变” “两个就地”ꎬ 即 “果园变

成了公园、 农家变成了旅馆、 农民变成了老

板”ꎬ “农民实现了就地转移就业、 农村实现了

就地城镇化”ꎮ
三、 促进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ꎬ 描

绘乡村 “文明卷”
一是建设一批民族文化阵地ꎮ 规划建设了

盘王阁、 瑶族博物馆、 民族体育馆等一批重大

文化建设项目ꎬ 建有 ９ 个乡镇文化站、 乡村学

校少年宫和 １１７ 个农家书屋ꎬ 建成 ３７ 个村级公

共文化活动中心、 １１１ 个篮球场ꎮ 二是培育一

批民族文化队伍ꎮ 以荣获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

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称号的县文工团为班

底ꎬ 深入挖掘瑶族文化内涵ꎬ 创作出一大批农

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ꎮ 组建各级瑶

族文化艺术表演队 １２０ 多支ꎬ 参与人数达 ５０００
多人ꎮ 举办多期民乐、 民画、 民族体育等瑶族

文化传承培训班ꎬ 为培育瑶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队伍 “强筋壮骨”ꎮ 三是推广一批瑶族歌舞ꎮ
以 ２０ 周年县庆的 １０ 首歌曲为基础ꎬ 精心编排

瑶族歌舞向全县推广ꎬ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

爱ꎬ 呈现出乡村跳瑶族广场舞、 校园跳瑶族长

鼓操的动人场景ꎬ 弘扬和传承了丰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ꎬ 促进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ꎮ 四是精制

一批 “乡韵” 名片ꎮ 依托宋代恭城籍一代廉吏

周渭和众多文物古迹ꎬ 编排具有地域特色的彩

调剧 «一品油茶七品官» 和大型民族歌舞诗

« “瑶山意境” 文武茶» 等文化产品ꎮ 利用

一批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ꎬ 建立羊角舞、 吹笙

挞鼓舞等非遗项目传习基地ꎬ 促进民族优秀文

化的传承与开发ꎮ 借势 “花炮节” “盘王节”
等民俗节庆ꎬ 打造瑶族传统节日文化品牌ꎮ 立

足瑶族村寨众多的特点ꎬ 出台古村落保护规

定ꎬ 营造研究、 爱护、 尊崇历史文化的氛围ꎬ
全县共有 １８ 个古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ꎮ

云南省大理市文明委

文明之花绽苍洱　 和谐之风溢名邦

大理市位于云南西部ꎬ 是大理白族自治州

州府所在地ꎬ 境内的苍山洱海孕育了大理旖旎

的自然风光、 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悠久的历史文

化ꎮ 近年来ꎬ 大理市通过 “建好一块阵地、 建

强两支队伍、 健全三个组织、 实施四项工程、
抓好五大创建、 抓实六个活动”ꎬ 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深化ꎬ 村民文明素质和农村

文明程度显著提升ꎮ
一、 建好一块阵地ꎬ 强化精神文明

宣传
全面推进乡镇综合文化站、 村级 (社区)

文化室、 农家书屋建设ꎬ 组建 “白族大本曲宣

讲团”ꎬ 构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

明宣传教育阵地ꎮ 目前全市共有 １１ 个乡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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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１１１ 个村级文化室、 ３１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１５３ 个农家书屋ꎬ 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墙和宣传栏 ５１７ 块ꎬ 打造主题广场和文

化走廊 ２０ 个ꎮ
二、 建强两支队伍ꎬ 提升服务群众

水平
一是建强农村志愿服务队ꎮ 积极引导农民

加入志愿者队伍ꎬ 定期开展文明劝导、 邻里互

助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通过志愿者的示范引领带

动村民文明行为养成ꎮ 目前组建农村志愿服务

队 ４００ 多支ꎬ 在册志愿者达 １００００ 余人ꎮ 二是

建强农村业余文艺队ꎮ 在全市农村组建了大本

曲、 洞经古乐、 绕三灵、 白族民间歌舞等 ５００
余支业余文艺队ꎬ 极大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ꎮ
三、 健全三个组织ꎬ 增强自我管理

能力
一是健全村民自治理事会ꎮ 率先在云南省

开展村民自治试点ꎬ 通过建立村民自治理事

会ꎬ 实现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发

展ꎬ 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ꎮ 二是健全红白理

事会ꎮ 在每个村组建成立红白理事会ꎬ 建成红

白理事会办事场所 １１１ 个ꎬ 大力倡导勤俭节约、
倡树文明新风ꎮ 三是健全道德评议会ꎮ 结合

“善行义举榜” 的推广ꎬ 在全市 １１１ 个村设立

道德评议会ꎬ 定期开展道德评议ꎬ 对村内好人

好事进行褒奖ꎬ 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点评劝导ꎬ
培育良好乡风民风ꎮ

四、 实施四个工程ꎬ 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

一是实施农村畅通工程ꎮ 大力推进农村公

路和村内道路硬化美化建设ꎬ 实现了村庄主干

道路硬化率 １００％ꎬ 进户巷道水泥硬化率达

９５％以上ꎮ 二是实施农村点亮工程ꎮ 投资 ３ 亿

多元ꎬ 实施 “点亮大理幸福乡村” 路灯建

设ꎬ 在乡村安装太阳能、 风能等路灯 １ １ 万多

盏ꎮ 三是实施农村清洁工程ꎮ 启动实施环湖截

污工程 ＰＰＰ 项目ꎬ 建成 ８ 座污水处理厂、 １ 座

垃圾焚烧发电厂、 １０ 座垃圾中转站、 １４７ 座村

落污水处理设施ꎬ 建成农村垃圾集中清运处理

系统和垃圾清运数字化信息监控平台ꎬ 实行

“户保洁、 村收集、 镇运输、 市处理管理” 模

式ꎬ 实现农村垃圾无害化集中处理ꎮ 四是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ꎮ 组建 １４ 个放映队ꎬ 每年深入乡

村放映近 １４００ 多场次ꎬ 开展 “文化下乡” 活

动 １００ 多场次ꎬ 开展文化培训 ３０ 余期、 培训文

艺骨干 ６０００ 余人次ꎮ
五、 抓好五大创建ꎬ 培育农村文明

风尚
一是抓好文明村镇创建ꎮ 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文明村镇创建的方方面面ꎬ 严格文

明村镇申报评选和动态管理ꎬ 创建全国文明村

镇 ２ 个、 省级文明村镇 １４ 个、 州市级文明村镇

６５ 个ꎬ 文明村镇创建率达 ５１％ꎮ 二是抓好生态

文明村创建ꎮ 以洱海保护治理为重点ꎬ 全面开

展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ꎬ “十三五” 期间ꎬ 每

年将评选 ３０ 个生态文明村、 ３００ 户生态文明

户ꎬ 以点带面推动环洱海生态文明示范带建

设ꎮ 三是抓好文明家庭创建ꎮ 把创建 “文明家

庭” 活动作为农村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ꎬ
以夫妻和睦、 尊老爱幼、 诚实守信、 勤俭持

家、 邻里互助为主要内容ꎬ 大力推进 “文明家

庭” 创建活动ꎮ 四是抓好 “星级文明户” 创

建ꎮ 把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要求融入 “星
级文明户” 创建中ꎬ 丰富 “星级文明户” 的内

涵ꎬ 着力培育新型农民ꎮ 五是抓好优良家风家

训创建ꎮ 通过群众互评、 村民自讲的形式ꎬ 积

极开展优良家风家训创建活动ꎬ 推动农村优良

家风家训和乡贤文化培养ꎮ
六、 抓实六大活动ꎬ 增强精神文明感

染力
一是抓实 “三清洁” 活动ꎮ 深入开展 “清

洁家园、 清洁水源、 清洁田园” 环境卫生整治

活动ꎬ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ꎬ 村民爱护环境的文

明意识和自觉性不断增强ꎮ 二是抓实保护洱海

志愿服务活动ꎮ 在全市各镇村成立洱海卫士专

业志愿服务队ꎬ 每月开展一次洱海保护志愿服

务活动ꎬ 积极倡导文明、 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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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理念ꎮ 三是抓实道德讲堂活动ꎮ 大力推广

“道德讲堂” 进乡镇、 进农村ꎬ 不断提升村民

的思想道德水平ꎮ 目前建立农村道德讲堂 １００
多个ꎬ 每年开展活动 ４００ 多场次ꎬ 受教育群众

５ 万多人次ꎮ 四是抓实好家风家训院坝分享活

动ꎮ 广泛开展 “好家风、 好家训” 征集活动ꎬ
定期举行分享活动ꎬ 共同分享好家风家训ꎮ 五

是抓实节日活动ꎮ 利用三月街民族节、 白族蝴

蝶会等传统民族节日ꎬ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ꎬ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六是抓实身边好

人道德模范评选活动ꎮ 宣传和弘扬道德模范的

崇高品德和道德风范ꎬ 以身边模范教育人、 影

响人、 感染人ꎮ 全市涌现出省级道德模范 ４ 人、
省级美德少年 １ 人、 州级道德模范 １０ 人、 市级

道德模范 ４０ 人、 “中国好人” １ 人ꎬ “云南好

人” ２ 人ꎮ
在下一步工作中ꎬ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此

次会议精神ꎬ 不断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ꎬ 努力让文明之花绽苍洱、 和谐之风溢

名邦ꎬ 让农村环境更美丽、 农民生活更美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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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

全国妇联

充分发挥妇联组织
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独特作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妇

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ꎬ 明确要求妇联

组织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

德、 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发挥妇

女独特作用培树良好家风工作的报告作出重要

批示ꎬ 指示我们要 “广泛深入地开展家庭文明

建设活动ꎬ 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ꎬ 为我们的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ꎬ 提供了重要遵循ꎮ
家庭是妇联组织的传统工作和优势领域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ꎬ 全国妇联先后开展了

“五好家庭” “五好文明家庭” 创建活动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妇

联工作的指示要求ꎬ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部署ꎬ
以创建五好家庭和最美家庭为抓手ꎬ 更新观

念ꎬ 革新路径ꎬ 推动家庭文明建设创新发展ꎮ
一、 推出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
家庭文明建设时代性强ꎬ 需要常做常新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我们创新活动载体ꎬ 依托 ７０ 多

万个城乡社区 “妇女之家”ꎬ 广泛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ꎮ 广大妇联干部进村屯、 走

社区、 访民户ꎬ 面对面向群众讲解活动意义和

内涵ꎬ 通过张贴画、 宣传片、 公益广告等多种

形式进行宣传发动ꎮ 活动不设门槛、 不立标

准ꎬ 把 “寻找” 主动权和 “最美” 决定权交给

群众ꎬ 最大限度调动起广大妇女和家庭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 主动性ꎮ 仅 ２０１５ 年度有 ２ ５ 亿人

次直接参与线上线下 “寻找” 活动ꎬ 涌现出

“最美家庭” １８３ 万多户ꎮ 经第三方调查显示ꎬ
寻找 “ 最 美 家 庭 ” 活 动 的 社 会 关 注 度 达

９２ ７％ꎬ 支持率达 ９６％ꎮ
二、 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宣传展示活动
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ꎬ 社会风气好才

有基础ꎮ 我们深入发现、 挖掘、 传播蕴藏在

普通家庭中的良好家风ꎬ 以巡讲交流、 故事

分享、 微视频展播等形式ꎬ 讲好家风家训和

普通家庭的感人故事ꎮ ２０１５ 年全国妇联系统

组织最美家庭故事会、 家风家训展示活动 ７０
多万场次ꎬ 使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感受良好家

风的魅力ꎬ 带动更多家庭见贤思齐、 向善

向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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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进家庭教育工作方式
家庭教育是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的基础性工作ꎮ 我们依托全国 ３５ 万个家长学

校ꎬ 传播家庭教育科学知识ꎮ 开展亲子阅读、
家庭情景剧以及 “母亲课堂” 等活动ꎬ 引导家

长特别是母亲在传承家庭美德、 树立良好家风

方面发挥独特作用ꎬ 教育儿童感知、 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

庭中生根发芽ꎮ
四、 运用网络新媒体扩大覆盖面
利用全国妇联 “女性之声” 以及各级妇联

４３００ 多个新媒体平台ꎬ 以专栏、 动漫、 美图、
视频、 Ｈ５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ꎬ 吸引广大网

民参与互动ꎮ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 我们首次通过网上

现场直播ꎬ 用生动的网络表达启动寻找 “最美

家庭” 活动ꎬ ４００ 多万网民同时在线收看ꎬ 大大

提高了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参与面和影响力ꎮ
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ꎬ 妇女是推动社会

文明进步的一支伟大力量ꎻ 家庭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重要载体ꎻ 弘扬中华

民族家庭美德、 培育良好家风ꎬ 是妇联组织肩

负的重要职责ꎮ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云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ꎬ 更好发挥广大妇

女和妇联组织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和

组织优势ꎬ 奋发进取、 开拓创新ꎬ 为创建全国

文明家庭打好基础、 当好 “蓄水池”ꎬ 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全社会文明

程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　 宋秀岩)

浙江省

创建文明家庭　 培育文明风尚

近年来ꎬ 浙江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重要讲

话精神ꎬ 深入推进文明家庭创建ꎬ 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ꎬ 以家庭文明建

设新成效支撑起社会文明新风尚ꎮ
一、 摆上重要位置ꎬ 建立工作机制
从领导层面ꎬ 省委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工作ꎬ 将家庭文明建设纳入 “十三五” 规划ꎬ
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整体规划ꎬ 纳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六大行动ꎬ 制定下发家庭

文明建设系列文件ꎮ 建立省文明委统筹协调ꎬ
省文明办、 省妇联密切配合ꎬ 各相关部门积极

参与的组织领导机制ꎬ 为家庭文明建设提供组

织保障ꎮ 从工作层面ꎬ 抓住 “培育、 评选、 表

彰、 宣传、 激励、 关爱” 等关键环节ꎬ 建立每

年、 每季度选树发布省 “最美家庭”、 每两年

表彰省文明家庭的工作机制ꎬ 构建省市县镇村

“五级联动” 和组织推荐、 媒体寻访、 群众发

现 “三措并举” 的文明家庭创建格局ꎮ 从政策

层面ꎬ 探索建立关心关爱机制ꎬ 在重要节庆日

对文明家庭进行慰问和回访ꎬ 开展信贷支持、
免费公共服务等政策性激励ꎬ 设立 “最美关爱

基金”ꎬ 倡导民间设奖ꎬ 鼓励全社会参与褒奖

文明家庭ꎬ 弘扬正能量ꎬ 培育新风尚ꎮ
二、 坚持价值引领ꎬ 丰富创建内涵
家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基础阵地ꎮ 我们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在日常经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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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中强化价值观自信ꎮ 一是积极传承好家训ꎮ
浙江历史悠久、 人文积淀深厚ꎬ 留下了临安市

钱镏的 “钱氏家训”、 浦江县郑义门的 “郑氏

规范”、 兰溪诸葛村的 “诫子书” 等一大批经

典家训ꎮ 我们坚持古为今用、 守正出新ꎬ 倡导

家家户户立家训ꎬ 推动广大家庭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 “找、 寻、 承、 记、 编” 弘扬传

统美德、 突出时代要求、 贴近生活实际的好家

训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进村入户写家训、 拍全家

福ꎬ 制作匾额、 条幅、 戒条ꎬ 推动家训 “挂厅

堂、 进礼堂、 驻心堂”ꎮ 全省有 ７００ 余万户家

庭参与立规立训ꎮ 二是着力弘扬好家风ꎮ ２０１３
年起ꎬ 我们部署开展 “浙江百姓重家风” “好
家风建设” 等活动ꎬ 通过媒体宣传、 小戏小

品、 故事会、 公益广告、 家风馆等途径ꎬ 着力

培育百姓好家风ꎮ 目前全省已建成 １５０ 多家各

具特色的家风馆 (廊、 室)ꎬ 作为区域性好家

风展陈、 孵化、 教育、 实践基地ꎮ 三是推动形

成好风尚ꎮ 全省各地广泛开展星级文明户、 最

美婆媳、 最美妯娌、 最美邻里创评和书香家

庭、 绿色家庭、 廉洁家庭、 平安家庭等特色家

庭创建活动ꎮ 同时注重与村风民风培育、 校训

校风传承、 企业文化建设相连接ꎬ 由小家到大

家ꎬ 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ꎮ
三、 加强宣传引导ꎬ 营造社会氛围
我们不断拓展宣传途径和方式ꎬ 常态化宣

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代家庭文明建设理

念ꎮ 一是组织媒体开展宣传ꎮ 运用报纸、 电

视、 电台等传统媒体和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

端等新媒体ꎬ 通过专题、 专栏、 视频等对文明

家庭事迹进行宣传ꎬ 引导人们增进对文明家庭

创建活动的认同ꎮ 二是依靠阵地扩大影响ꎮ 依

托遍布城乡的文化礼堂、 “妇女之家”、 文化长

廊、 社区宣传栏等开展文明家庭宣传ꎬ 讲述群

众身边的文明家庭故事ꎬ 让人们学有榜样、 做

有标杆ꎮ 三是发挥典型示范作用ꎮ 坚持开展家

庭文明典型评树活动ꎬ 通过群众评、 群众议、
群众学ꎬ 推出一批平凡而真实的 “最美家庭”、
特色家庭和道德模范、 最美女性、 好婆媳、 好

子女等ꎬ 使推荐评选的过程成为吸引群众广泛

参与的过程ꎬ 成为引导群众见贤思齐、 崇德向

善的过程ꎮ

(浙江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省文明委主任　 葛慧君)

解放军邱宏涛家庭

大爱托举 “国” 与 “家”

我是解放军 ６２２１７ 部队 ２５ 分队士官长ꎮ 入

伍 １８ 年来ꎬ 一直扎根海拔 ４８６０ 米的唐古拉泵

站ꎬ 这里氧气 “吃不饱”ꎬ 含量不到内地的一

半ꎮ 在这块生命禁区ꎬ 我奉献青春、 收获成

长ꎬ 也拥有了甜美的爱情和家庭ꎮ 我和妻子丁

赟ꎬ 鸿雁传情八年、 互通 ３５３２ 封信后ꎬ 才见了

第一面ꎮ 结婚 １２ 年来ꎬ 我们过着牛郎织女

“鹊桥相会” 的生活ꎮ 很多人说ꎬ “你们夫妻俩

太苦了ꎬ 一般人可受不了”ꎬ 但我们苦日子也

能嚼出甜味来ꎮ
一、 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ꎬ 给了我们

的爱情和家庭坚如磐石的基础
婚后妻子第一次跟我上唐古拉ꎬ 由于高原

反应强烈ꎬ 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直吐黄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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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对唐古拉春暖花开、 美轮美奂的期待破灭

了ꎮ 面对她的失望ꎬ 我沉默了ꎮ 脸庞黑红、 嘴

唇乌紫、 指甲凹陷的战友们ꎬ 纷纷赶来解围:
用舍不得吃的维他命营养液培育月季花ꎬ 用冻

僵了的小西红柿、 皱巴巴的蔫苹果ꎬ 用乐观和

热情把她的心焐热了ꎮ 她更懂我了ꎬ 她说: 你

们军人豁出命守边关ꎬ 总得有人爱啊ꎻ 唐古拉

再冷ꎬ 你邱宏涛的心是热的ꎮ 妻子离开唐古拉

时ꎬ 大雪漫天ꎬ 她依依不舍ꎬ 战友们送了一程

又一程多年来ꎬ 爱党报国、 爱军精武、 爱

岗敬业、 爱民为民ꎬ 这些话我在部队常讲ꎬ 不

知不觉中妻子也会脱口而出ꎬ 这些大爱情怀渗

入我们的灵魂ꎮ 我们深深感到ꎬ 懂得 “小家”
连着 “大国”、 “家庭梦” 融入 “中国梦” 的

夫妻ꎬ 更能经得住雨打风吹ꎮ
二、 恪守传统家庭美德ꎬ 能让爱情和

家庭经住考验、 天长地久
下了唐古拉ꎬ 妻子就辞掉中石油湖州分公

司会计工作ꎬ 去我老家陕西秦巴山区照顾我的

父母ꎮ 我打电话劝她慎重再慎重ꎮ 她说: 我有

了 “军嫂” 的名字ꎬ 就要挑起军嫂这副担子ꎬ
家里有我你放心ꎮ 她乘火车、 换汽车、 再坐小

三轮辗转两天两夜到了我家ꎬ 过起了山里媳妇

的生活ꎮ 我父母年龄大ꎬ 母亲还患病ꎬ 妻子要

上山打柴割草、 下田种地插秧ꎬ 用柴火灶做

饭、 煮猪食ꎻ 怀孕时严重贫血ꎬ 多次休克晕

倒ꎬ 醒来又接着干ꎮ 弟弟病故ꎬ 她拿大主意料

理后事ꎻ 公公婆婆病倒ꎬ 她端药送水ꎮ 她用柔

弱的双肩挑起持家的重担ꎮ 她在电话里总是报

喜不报忧ꎬ 能扛的都自己扛ꎮ 十里八村都说我

邱家娶了个城里来的好媳妇ꎮ 孝老爱亲、 忠贞

专一、 容人律己、 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ꎬ 是家

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宝ꎮ 这些年我们做到了ꎬ
原先不怎么看好我俩的亲戚朋友ꎬ 现在也相信

了真正的爱情ꎮ
三、 坚持与事业相随相长ꎬ 能使爱情

和家庭获得持续滋养、 不竭动力
现实生活中军人有军人的苦ꎬ 军嫂有军嫂

的苦ꎻ 军人牺牲为国ꎬ 军嫂奉献为家ꎮ 全军部

队像我妻子这样的军嫂千千万万ꎬ 她们的默默

付出和辛劳ꎬ 是远隔千山万水无声的托付ꎬ 托

付给我们军人的是国家的安全、 人民的安宁ꎮ
我和战友们常常反思自己做得够不够、 工作干

得好不好ꎬ 激励自己担当起亲人的嘱托ꎬ 忠诚

于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ꎮ 这些年ꎬ 我获得 “全
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ꎬ 荣立二等功 １ 次、
三等功 ２ 次ꎻ 我带的班成为践行强军目标、 争

当 “四有” 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先进集体ꎬ 被誉

为唐古拉山上一面飘扬的红旗ꎮ 我妻子获得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ꎮ 我们体会到ꎬ 事业是爱情和

婚姻的催化剂、 保鲜剂ꎬ 真正的爱应该彼此助

力、 相互成就、 砥砺进步ꎮ
这次荣获全国文明家庭的荣誉ꎬ 是对我们

坚守纯真爱情、 弘扬家庭美德的崇高褒奖ꎮ 我

和妻子相约ꎬ 一定把荣誉化为新的动力ꎬ 干好

国防事业、 建设良好家风ꎬ 把甜美的爱情和事

业进行到底ꎬ 用大爱托举 “国” 与 “家”!

(邱宏涛家庭代表　 邱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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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兰华雄家庭

劳模夫妻比翼飞

我是福建省龙岩市农科所的副所长、 高

级农艺师ꎮ 我的妻子叫徐淑英ꎬ 也在龙岩市

农科所工作ꎬ 现任水稻研究室副主任、 高级

农艺师ꎮ 我与妻子徐淑英都出生于闽西边远

山区武平县农村ꎮ “红旗越过汀江ꎬ 直下龙岩

上杭ꎮ” 福建龙岩是块红土地ꎬ 是全国著名的

革命老区ꎮ 作为在闽西红土地出生、 成长的

水稻科技工作者ꎬ 我们一直秉承老区人民

“闹革命走前头、 搞生产争上游” 的优良传

统ꎬ 踏实做人、 认真做事ꎬ 开拓创新、 甘于

奉献ꎮ
一、 我和妻子是事业上的好搭档
在 ２０ 多年的农业科研工作中ꎬ 我们夫妻刻

苦钻研、 相互支持ꎬ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

题ꎮ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ꎬ 徐淑英在制种田发现了一株

优势突变株ꎬ 我们抓住机遇、 潜心研究ꎬ “十
年磨一剑”ꎬ 终于结出第一个事业硕果———杂

交稻品种特优 ８９８ꎮ 这是龙岩市首例杂交水稻

育种成果ꎬ 不仅填补了龙岩杂交水稻育种成果

的空白ꎬ 还在全省大面积推广应用ꎮ 近年来ꎬ
我们共同承担国家、 省、 市重大科技项目 ８ 项ꎬ
主持、 合作选育出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 ２ 个ꎬ
选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 １６ 个ꎬ 在南方 １１ 省示

范推广自主选育的杂交水稻新品种 １７８０ 万亩ꎬ
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５ 项ꎮ 这些成绩的取得ꎬ
离不开知识技术的探索积累ꎬ 离不开夜以继日

地彼此扶助ꎬ 更离不开对人生理想的共同追求

和对科技事业的孜孜以求ꎮ
二、 我和妻子是生活中的好伴侣
作为一对从事农业科研、 志同道合的夫

妻ꎬ 结婚 ３４ 年来ꎬ 我们相敬如宾、 恩爱有加ꎬ
几乎没有红过脸、 斗过嘴ꎻ 我们理解信任、 责

任共担ꎬ 温馨乐观、 传承孝道ꎬ 形成了相濡以

沫、 休戚与共、 孝老爱亲、 勤俭持家的好家

风ꎮ 我们共同热心公益、 助人为乐ꎬ 免费赠送

种子帮助 １２００ 多个困难户ꎬ 为他们免费提供技

术指导ꎮ 徐淑英是典型的客家母亲ꎬ 对整个家

庭尽心尽责、 倾心付出ꎬ 为孩子们树立了生活

的榜样ꎮ
三、 我和妻子是孩子心中的好老师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ꎬ 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ꎮ 在事业上我们夫妻是义无反顾

的 “拼命三郎”ꎬ 对于孩子的家庭教育ꎬ 我们

夫妻讲求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ꎬ 爱在心里、
从严要求ꎮ 有一次ꎬ 徐淑英在送孩子上学路

上ꎬ 看到一位老人拉着一车煤球费力地上坡ꎬ
她马上过去帮助推车ꎬ 两个孩子也跟着母亲

跑上去ꎬ 合力把车推上坡ꎮ 孩子读小学三年

级时ꎬ 为了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和意志品质ꎬ
全家人经常一起去田间割草ꎬ 有时孩子的手

被划得血淋淋的ꎬ 虽然看着很心疼ꎬ 但还是

坚持让他们从小学会吃苦、 学会做事ꎬ 体会

生活的辛劳和不易ꎬ 体会劳动的收获和快乐ꎮ
令我们欣慰的是ꎬ 两个孩子现在都成长为单

位的青年骨干ꎮ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ꎮ 作为在红土地上

成长的水稻科技工作者ꎬ 几十年来ꎬ 我们夫

妻携手同心、 矢志不渝ꎬ 分别获得全国劳动

模范、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三八红旗

手等荣誉称号ꎮ 作为福建省唯一的双 “全国

４８６



经验交流

劳动模范” 家庭ꎬ 这次获得全国文明家庭的

崇高荣誉ꎬ 我们倍加珍惜、 备受鼓舞ꎬ 将以

此为新的起点ꎬ 做科研事业的模范、 做家庭

文明建设的模范!

(福建省兰华雄家庭代表　 兰华雄)

重庆市杨兴明家庭

好家训是我们的 “传家宝”

我是来自重庆武隆杨兴明家庭的黄春

红ꎬ 杨兴明是我 ９３ 岁的曾祖母ꎮ 我们一家

１２１ 人ꎬ 五世同堂ꎬ 亲慈子孝、 兄友弟恭、
和和美美、 其乐融融ꎮ 大家或许会问ꎬ 是什

么让我们几代人和睦相处、 相亲相爱? 我

想ꎬ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齐家立德的

«黄氏家训» ꎮ «黄氏家训» 共 １２８ 个字ꎬ 以

“忠、 孝、 勤、 德” 为核心ꎬ 内容涵盖励志

勉学、 治家教子、 修身处事、 慈孝婚恋ꎬ 是

黄家人安家、 持家、 兴家、 传家、 守家的基

本要求和行为准则ꎬ 更是血脉同源的精神纽

带和价值坐标ꎮ
一、 家训是伴随一生的 “必修课”
从儿时记事起ꎬ 曾祖母就常拄着拐杖给我

们讲故事ꎬ 教我们背家训ꎮ 她说: “ «黄氏家

训» 是你们高祖撰写的ꎬ 你们曾祖费了好大气

力才完善传承下来ꎮ” 她教育我们ꎬ “家风家训

就是 ‘传家宝’ꎬ 是黄家的魂儿ꎬ 丢了魂儿ꎬ
家就会出问题”ꎮ 在她督促下ꎬ 黄家后人必须

从小接受家训教育ꎬ 不但要烂熟于胸ꎬ 还要实

实在在地用到生活当中ꎮ 现在ꎬ 我们黄家人身

在天南海北ꎬ 只要逢年过节ꎬ 一大家人都会赶

回石床村老家ꎬ 摆开条凳桌椅ꎬ 规规矩矩背家

训ꎬ 长辈领颂齐咏ꎬ 晚辈聆听学诵ꎮ 这些经历

教育我ꎬ 家训是人生的第一本教材ꎬ 从小学好

家训这门功课ꎬ 让道德基因融进血脉ꎬ 就能入

脑入心ꎬ 终身受益ꎮ

二、 家训是终生不渝的 “价值观”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 我的大祖父黄上田ꎬ

从小深受家训影响ꎬ 深知 “国是最大家ꎬ 有国

才有家”ꎬ 抗日战争爆发后ꎬ 他毅然参军ꎬ 随

抗日名将罗广文出川抗日ꎬ 曾写过两封家书ꎬ
要求家中兄妹替他尽孝ꎬ 告诫弟弟妹妹要勤加

学习、 有所作为ꎬ 后来他却没能从战场上下

来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同村的胡庶发 ３ 岁便离

开了父母ꎬ 曾祖母那时有 ６ 个年龄尚小的孩子ꎬ
自家孩子都吃不饱饭ꎬ 但她毅然收养了胡庶

发ꎬ 视如己出ꎬ 供他念书ꎬ 直到成年参军ꎮ 我

的爷爷黄继财ꎬ 在曾祖母教育下ꎬ １８ 岁习得医

术后扎根山里ꎬ 为乡亲们治病ꎮ 有困难的乡亲

前来看病ꎬ 他不仅不收诊费ꎬ 还留人吃住、 给

钱救济ꎮ 这一坚持便是 ５３ 年ꎮ 他们的故事启示

我ꎬ 家训是家风的精神内核ꎬ 也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家庭的具象表述ꎬ 只有牢记在心

里ꎬ 才能体现在行动上ꎬ 融入生活中ꎮ
三、 家训是家庭和睦的 “润滑剂”
孝敬老人是我们家训最基本的要求ꎮ 年迈

的曾祖母是全家最大的牵挂ꎬ 一到节假日ꎬ 黄

家子孙就纷纷赶回老家ꎬ 陪曾祖母聊天、 吃

饭ꎬ 给她梳头、 捶背、 剪指甲ꎮ 特别是每逢春

节ꎬ 五代人齐聚一堂ꎬ 每个小家庭都做一道拿

手菜ꎬ 大家围坐在一起ꎬ 热热闹闹吃团圆饭ꎬ
场面十分温馨ꎮ 当然ꎬ 家庭大了ꎬ 难免会出现

“不愉快的事”ꎬ 我们定期开家庭会ꎬ 把事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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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来当面讲清楚、 说透彻ꎬ 整个大家庭婆媳

关系、 妯娌关系处得十分融洽ꎮ 邻里之间难免

会有矛盾ꎬ 每次出现后ꎬ 就算问题不在黄家ꎬ
我们也总是自我检讨、 主动化解ꎮ 因此ꎬ 乡亲

们有事总找我们商量ꎬ «黄氏家训» 还被不少

人拿去教育他们的子孙ꎬ 周围的乡邻也陆续整

理或制定自己的家训ꎮ 这让我感到ꎬ 家训是宝

贵的精神财富ꎬ 能让一个大家庭和睦相处、 长

长久久ꎻ 家训是无形的道德承载ꎬ 不仅影响自

身家庭ꎬ 还能感化周边乡邻ꎮ
好家训就是 “传家宝”ꎬ 它像一盏明灯ꎬ

指引我们找到成长方向ꎻ 也像一剂良药ꎬ 滋养

我们形成良好操守ꎻ 更像一面镜子ꎬ 映照我们

为人处世ꎮ 我们会把家训代代传下去、 人人用

起来ꎬ 用良好家风为祖国 “大家庭” 增光添

彩ꎬ 用家庭文明为社会文明增光添彩ꎮ

(重庆市杨兴明家庭代表　 黄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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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

中央组织部

发挥共产党员在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是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ꎮ 这次推选 “四个 １００”
活动ꎬ 对于培育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文明风

尚ꎬ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ꎮ １００ 名 “最美志愿者”
中 ７５％是党员ꎬ 充分体现了党员志愿服务的示

范带动作用ꎮ 中央决定ꎬ 今年在全体党员中开

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ꎬ 广大党员应把带头参加志愿服务作

为 “两学一做” 的实际行动ꎬ 续写新时代的雷

锋故事ꎬ 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

力量ꎮ
一、 党员志愿服务是践行党的宗旨的

内在要求
党章规定ꎬ “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在生产、 工作、 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

锋模范作用”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广大党

员、 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 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

群众、 带动群众”ꎮ 志愿服务与党的宗旨是高

度契合的ꎬ 共产党员理应走在前、 做表率ꎮ

党员志愿服务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具体体

现ꎮ 党的先进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ꎬ 要

有让群众看得见、 感受得到的具体行动ꎮ 志

愿服务联系着千家万户ꎬ 党员参加志愿服务ꎬ
既是履行党员义务ꎬ 也在塑造着党的形象ꎮ
党员志愿服务是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现实要

求ꎮ 党员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先进分子ꎬ 社会

倡导的善行义举ꎬ 应该带头做好、 做出示范ꎮ
党员参加志愿服务ꎬ 就是以实际行动弘扬真

善美ꎬ 传导正能量ꎬ 通过党内带党外、 党员

带群众ꎬ 引领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新风正气ꎮ
党员志愿服务是强化党性锻炼的重要途径ꎮ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ꎬ 各地各部

门广泛开展承诺践诺、 结对帮扶、 认领群众

“微心愿”、 党员志愿服务日等多种形式的党

员志愿服务ꎬ 既让群众增加了获得感ꎬ 也让

党员增进了与群众感情、 升华了精神境界、
增强了政治意识和党性意识ꎮ 每一名共产党

员都应唱响 “党在我心中、 我在群众中” 的

主旋律ꎬ 在带头参加志愿服务中践行党的宗

旨、 彰显共产党人的风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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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党员志愿服务重在通过真心关爱

团结凝聚群众
真心实意帮助群众做好事解难事ꎬ 群众就

能从身边细微小事中感受到党员的温情关爱ꎬ
从内心深处感恩党的温暖关怀ꎬ 从而把群众紧

密团结在党的周围ꎮ 志愿服务是爱的奉献ꎬ 需

要把握特点、 突出特色ꎮ 要突出立足本职ꎮ 立

足岗位才能发挥优势ꎬ 力所能及才能长期坚

持ꎮ 比如医生义诊、 教师助教、 律师法律援

助、 机关干部政策咨询等ꎬ 党员有什么优势就

发挥什么优势ꎬ 有什么特长就开展什么服务ꎬ
有多大能力就为群众奉献多少光和热ꎮ 要突出

困难群众ꎮ 困难群众最需要关爱ꎬ 困难群众的

处境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ꎮ 党员志愿服务应突

出困难群众这个重点ꎬ 贴近困难群众的特殊困

难、 迫切需求ꎬ 竭尽所能为他们有针对性地开

展服务ꎮ 比如ꎬ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 城市空巢

老人、 各类残障人员等开展特色志愿服务ꎬ 针

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开展结对帮扶、 精准

扶贫ꎬ 把党的关怀、 社会的温暖精准送达最需

要关爱的特殊群体ꎮ 要突出提升效能ꎮ 党员个

体的服务能力是有限的ꎬ 应当发挥好组织的力

量ꎮ 浙江嘉兴等地统筹建立党员志愿服务中

心ꎬ 把不同岗位、 不同年龄、 不同特长的党员

组织起来ꎬ 通过 “互联网＋志愿服务” 等模式ꎬ
与群众的多样化需求有效对接ꎬ 做到 “党员奉

献有其岗、 群众所需有人帮”ꎬ 打通了联系服

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ꎮ 事实说明ꎬ 党组织

和党员对群众 “有求必应”ꎬ 群众对党组织就

会 “一呼百应”ꎮ
三、 持续开展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

群众服务
中央明确要求ꎬ 探索建立党员在居住地发

挥作用机制ꎬ 发挥在职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模

范带头作用ꎮ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

工作ꎬ 已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ꎬ ２０ 多个中央和

国家机关也开展了试点ꎬ 参与党员达到 １００９ 万

人ꎬ 党员 “工作在单位、 活动在社区、 奉献双

岗位” 渐成风气ꎮ 实践证明ꎬ 在职党员到社区

报到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载体ꎬ 也是党员志

愿服务的基本形式ꎮ 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需要很好地坚持ꎮ 一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报到方

式ꎮ 坚持因地制宜、 就近就便ꎬ 可以到居住地

或工作地社区报到ꎬ 可以根据党员个人意愿自

主选择报到社区ꎬ 可以由党员自己报到或由单

位统一组织报到ꎮ 对党员干部集中的社区统筹

调度ꎬ 扩大覆盖面ꎮ 二是明确报到服务的主要

任务ꎮ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ꎬ 重在宣传党的政

策、 了解社情民意、 反映群众诉求、 帮助解决

困难、 参与社区建设、 促进社区和谐ꎮ 每个党

员可结合所从事工作和个人专长ꎬ 加入一个服

务团队、 认领一个服务岗位、 确定一户帮扶对

象ꎬ 每年至少参加一次社区活动、 办好一件便

民实事、 提出一项合理建议ꎮ 三是力求简便易

行、 务实管用ꎮ 把组织党员到社区报到与单位

业务工作结合起来ꎬ 做到单位好组织、 党员好

参与、 社区好操作ꎬ 不给单位和社区添麻烦ꎬ
不给党员增负担ꎮ 通过到社区报到参加志愿服

务ꎬ 让党员从 “８ 小时党员” 变成 “全天候党

员”ꎬ 让群众时时听到党员声音、 处处感到党

员热情、 人人看到党员形象ꎮ
四、 推进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党员志愿服务的深入开展ꎬ 既要靠党员的

热情和行动ꎬ 也要形成制度规范ꎮ 各级党组织

应加强组织领导ꎬ 把党员志愿服务作为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

要载体ꎬ 纳入党员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的重要

内容ꎬ 建立党员志愿服务团队、 服务站点、 服

务中心等组织体系ꎬ 健全宣传动员、 注册登

记、 教育培训、 考核评价、 激励保障等制度机

制ꎬ 把党员志愿服务的积极行动汇聚成激励引

领社会文明风尚的强大力量ꎬ 为夺取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培育丰厚的精神

土壤ꎮ

(中组部部务委员　 吴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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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着力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
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

在 ３ 月 ５ 日学雷锋日即将到来之际ꎬ 中央

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组织召开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工作推进会ꎬ 对志愿服务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各级民政部门要按照此次

会议要求ꎬ 认真履职尽责ꎬ 切实抓好落实ꎮ
近年来ꎬ 在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的指

导和支持下ꎬ 民政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落实中央文

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 要

求ꎬ 重点做了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推进法制化、 规范化建设ꎬ 为发展志

愿服务提供保障ꎮ 配合全国人大开展 «慈善

法» 立法工作ꎮ 在中央文明办指导下ꎬ 研究起

草 «志愿服务条例 (草案) »ꎬ 已进入报审程

序ꎮ 推动志愿服务内容纳入 «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ꎮ 制定

«志愿服务记录办法» 并推进实施ꎬ 全国已有

１５２３ 个县 (市、 区)、 １ 万多个街 (镇)、 近 １０
万个社区单位开展志愿服务记录工作ꎮ 联合中

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出台 «关于规

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ꎬ 推动

志愿者招募注册制度、 统计制度的建立发展ꎮ
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一批促进城乡社区、 减灾救

灾、 禁毒戒毒、 消防、 助残等领域志愿服务发

展的政策性文件ꎮ
二是推进组织化、 信息化建设ꎬ 夯实志愿

服务发展平台ꎮ 会同中央文明办研究起草 «关
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ꎬ 助推志

愿服务组织发展ꎮ 鼓励引导各地大力孵化培育

志愿服务组织ꎬ 设立志愿服务站点ꎬ 全国志愿

服务组织和站点总数量已达 ３０ 万个ꎮ 开发全国

志愿者队伍建设信息系统ꎬ 目前正在利用云计

算、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对系统进行升级改造ꎬ
为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织和社会公众参加志愿

服务、 获得志愿服务提供功能完备、 便捷易用

的平台ꎮ 发布志愿服务领域首个全国性行业标

准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ꎬ 并联合中

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推广应用ꎬ 为实现全国

志愿服务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利用打下基础ꎮ
三是推进项目化、 品牌化建设ꎬ 深化志愿

服务活动实践ꎮ 通过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服务项目和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志愿服

务项目的开展ꎬ 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志愿服务项

目推选交流、 项目竞赛等活动ꎬ 大力推广社会

工作者带志愿者、 “菜单式” 志愿服务等活动

方式ꎬ 在扶贫济困、 城乡社区治理、 生态环

保、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农村留守人员关

爱、 养老助残、 应急救援、 法律援助等领域推

出并推广一批社会需要、 群众急盼、 影响力

大、 带动力强的优秀志愿服务项目ꎬ 培育发展

“邻里守望” “阳光助残” “银龄行动” “四点

半课堂” 等志愿服务品牌ꎮ
“十三五” 时期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ꎬ 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的

关键时期ꎮ 作为负责全国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

作的政府职能部门ꎬ 我们深感任务繁重ꎬ 责任

重大ꎮ 民政部将在中央文明委的指导和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ꎬ 贯彻落实好此次会议精神ꎬ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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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立法和政策创

制ꎬ 不断完善志愿服务法律政策体系ꎮ 政策法

规是志愿服务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

障ꎮ 民政部将把志愿服务法制建设放在重要位

置抓紧抓好ꎮ 在 “十三五” 时期ꎬ 以即将出台

的 «慈善法» 为指引ꎬ 努力构建以 «志愿服务

条例» 制定与实施为核心ꎬ 以志愿者注册、 志

愿服务记录、 志愿者星级认定、 志愿服务记录

证明、 志愿者保险、 志愿服务激励回馈、 志愿

服务组织扶持发展等法规政策为配套ꎬ 以志愿

服务标准体系为补充的志愿服务法律政策

体系ꎮ
二是进一步深化志愿者队伍建设ꎬ 不断壮

大队伍规模、 优化队伍结构ꎮ 志愿者队伍是志

愿服务事业发展的主要人才支撑ꎮ 民政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ꎬ 通过规范招募注册、 深化教育培

训、 加强记录管理、 完善评价激励等措施ꎬ 力

争在 “十三五” 时期ꎮ 使志愿者的数量快速增

长、 志愿者的能力素质显著提升ꎬ 专业志愿者

队伍不断增多ꎬ 志愿者队伍的城乡、 区域、 专

业、 领域和年龄结构明显优化ꎮ
三是进一步拓展志愿服务平台ꎬ 推进志愿

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ꎮ 志愿服务组织、
站点和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是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的重要依托平台ꎮ 民政部将积极争取有关部门

的支持ꎬ 大力发展志愿服务组织ꎬ 广泛设立志

愿服务站点ꎬ 建成集志愿服务应用管理平台、
志愿服务数据决策支持平台、 全国志愿服务数

据交换与共享平台和全国志愿服务基础数据中

心为一体的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ꎬ 探索推进

“互联网＋” 在志愿服务领域的应用ꎬ 力争在

“十三五” 时期ꎬ 把线上线下两个平台建设好、
融合好、 利用好ꎬ 进一步提高志愿服务的可及

性和便利度ꎮ
四是进一步创新志愿服务发展机制ꎬ 促进

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ꎮ 好的机制是志愿服务

事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ꎮ 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ꎬ 建立健全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机制ꎬ 搭建

志愿服务供给方、 需求方和支持方对接互动的

桥梁纽带ꎬ 打造一批政府信赖、 群众满意、 参

与踊跃、 成效显著的高品质志愿服务品牌ꎻ 完

善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协同服务机制ꎬ 进一步

丰富志愿服务人才资源ꎬ 增强志愿服务成效ꎻ
推广 “菜单式” 志愿服务机制ꎬ 实现志愿资源

有效整合和志愿服务供需对接ꎻ 探索发展志愿

服务互助循环机制ꎬ 通过志愿服务 “时间银

行”、 服务兑换等形式ꎬ 推动形成社会互助循

环志愿服务体系ꎮ

(民政部副部长　 顾朝曦)

共青团中央

努力当好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排头兵

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ꎮ 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二中、 四中、 五中全会对推动和深

化志愿服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给华中农业大学 “本禹志愿

服务队” 回信ꎬ 勉励广大青年志愿者要有理

想、 有担当ꎬ 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更

大贡献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工作的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对于全面提升志愿服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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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水平ꎬ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ꎬ 也为推进青

年志愿者行动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刘云山同志和

刘奇葆、 李源潮同志也多次就志愿服务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ꎮ 中央文明委就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发展等问题专门作出重要部署ꎮ
志愿服务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ꎬ 吸

收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ꎬ 本身就是学雷锋活

动的继承和发展ꎮ 青年是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的主要力量ꎮ 长期以来ꎬ 共青团坚持把开展学

雷锋活动与深入推进青年志愿者行动有机结

合ꎬ 围绕党政大局ꎬ 着眼社会需求ꎬ 突出青年

关切ꎬ 在扶老助残、 社区关爱、 邻里守望、 扶

贫开发、 应急救援、 环境保护、 大型赛会等领

域ꎬ 组织开展了几十亿人次的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ꎬ 涌现出莫锋、 徐本禹、 冯艾、 许晓艳等

一批青年楷模ꎬ 为弘扬雷锋精神、 唱响时代新

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积

极努力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在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的

领导下ꎬ 按照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总体部

署ꎬ 以传承雷锋精神、 参与志愿服务为主题ꎬ
巩固深化重点项目ꎬ 构建综合工作平台ꎬ 改革

创新方式方法ꎬ 建立健全制度体系ꎬ 组织带领

广大青年当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的排头兵ꎬ
为服务大局、 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作出新

贡献ꎮ
一、 抓好志愿服务项目建设ꎬ 不断丰

富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时代内涵
在 ２０ 多年的实践基础上ꎬ 我们形成了一套

相对完善的志愿服务项目体系ꎮ “共青团关爱

农民工子女行动” “中国青年志愿者阳光助残

行动” 和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是全团

共同推进的三个重点品牌项目ꎬ 我们将继续在

这三个项目的深化上下功夫ꎬ 做到力度不减、
目标不改、 频道不变ꎬ 努力形成全团同频共

振、 互联共促的良性局面ꎮ 近年来ꎬ 按照党政

要求、 社会需求和发展需要ꎬ 结合青年和社会

关注的重要领域和热点问题ꎬ 我们拓展了海外

服务计划、 服务春运 “暖冬行动”、 抗险救灾、

赛会服务、 节水护水、 禁毒宣传等一批有实

效、 可持续、 影响广的新项目ꎮ 同时ꎬ 大力支

持和促进地方志愿服务项目的建设ꎬ 深入发掘

可推广的基层项目ꎬ 坚持将资源向基层倾斜ꎬ
培养一批能创新、 易操作、 可复制的基层服务

项目ꎬ 努力建设门类齐全、 来源广泛、 涵盖各

级、 适应便捷的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库ꎬ 目前入

库项目已达 ５２００ 多个ꎮ
二、 抓好志愿服务平台建设ꎬ 不断拓

宽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工作依托
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的统筹协调和大力支

持下ꎬ 我们已经联合举办两届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ꎬ 打造了一个集项目展

示、 资源配置、 组织交流和文化引领于一体的

全国性志愿服务综合平台ꎮ 第二届项目大赛暨

志交会在参与维度、 合作深度、 交流高度、 影

响广度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ꎬ 共签约项目 １１４９
个ꎬ 签约总金额 ６６１４ 万元ꎬ 共计 ３００ 多万志愿

者通过各种方式参赛、 参会、 参展ꎬ ６ 万余名

观众入馆观展交流ꎬ ５０００ 余名观众参与集中活

动ꎮ 我们将以赛会为牵动ꎬ 进一步促进志愿服

务的项目化运作、 社会化动员和制度化发展ꎮ
此外ꎬ 我们还深入推进网络平台建设ꎬ 全力打

造青年志愿者信息化工作系统ꎬ 实现志愿者、
志愿团队、 团组织的注册和管理ꎬ 志愿活动申

请、 发布和管理ꎬ 志愿时长记录ꎬ 信息统计和

查询等多种核心功能ꎬ 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的信

息化、 专业化发展ꎮ
三、 抓好志愿服务文化建设ꎬ 大力倡

导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文明新风
志愿服务及其倡导的 “奉献、 友爱、 互

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ꎬ 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

动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ꎮ 我们将大力普及志愿

服务理念ꎬ 培育志愿文化ꎮ 一是要加强宣传引

导ꎬ 坚持新老媒体并举互动ꎬ 在网络、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的用户体验、 信息传播、 互动交

流、 数据容纳及综合服务等方面继续下大力

气ꎬ 向社会传递志愿服务 “好声音” “正能

量”ꎮ 二是要强化典型引领ꎬ 积极培养、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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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树优秀志愿服务典型ꎬ 讲好志愿故事ꎬ 塑造

好志愿者形象ꎬ 传播好志愿精神ꎮ 三是要发挥

实践育人优势ꎬ 动员全体团员成为注册志愿

者ꎬ 引导广大青年通过志愿服务奉献社会、 服

务他人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四、 抓好志愿服务制度建设ꎬ 不断促

进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常态发展
２０１４ 年中央文明委制定下发 «关于推进志

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ꎬ 这是着眼于推动志愿

服务常态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ꎮ 共青团认真

贯彻落实文件精神ꎬ 在加强志愿者培训、 推行

注册制度、 建立嘉许机制等方面作出一系列探

索ꎬ 取得一定的成效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我们联合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开展调研ꎬ 研发设计专门针对志

愿者的险种ꎻ 通过招标ꎬ 为 ２０１６ 年全国注册志

愿者的服务活动提供总保额为 ６０ 万元、 外加

１０ 万元第三者责任险的普惠性保障ꎮ 当前ꎬ 我

们正在研究把志愿服务与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结

合起来ꎬ 出台针对优秀志愿者的守信联合激励

政策ꎬ 建设中国青年志愿者守信激励系统平

台ꎬ 利用 “互联网＋” 思维和新媒体技术ꎬ 建

立起涵盖志愿者管理、 评价、 激励和保障等方

面的高效工作系统ꎬ 为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保障ꎮ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鸿雁)

湖北省监利县

志愿精神书写小城大爱
万众一心树立文明丰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ꎬ 在湖北省监利县发生

“东方之星” 号客轮翻沉事件ꎮ 事件发生后ꎬ
救援和善后工作迅速展开ꎬ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

千名志愿者ꎬ 与我县干部群众、 志愿者一道ꎬ
不分昼夜、 不辞劳苦ꎬ 用善心义举温暖了乘客

家属ꎬ 共同谱写了一曲人间真情之歌ꎮ
中宣部、 中组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１３个部门授

予全体救援和善后工作志愿者 “全国最美志愿服

务群体” 荣誉称号ꎬ 这不仅是对所有曾参与救援

和善后工作志愿者的肯定ꎬ 也是对全国志愿者的

鼓励和鞭策ꎮ 作为事发地监利县的县委书记ꎬ 由

我作为代表来接受这份荣誉ꎬ 感到无上光荣ꎮ
一、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ꎬ 爱心涌动善

意如潮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ꎬ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带着最质朴的心愿ꎬ 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ꎬ 第

一时间投入到紧张的救援和善后工作中去ꎮ 据

不完全统计ꎬ 先后共有上万名志愿者参与救援

和善后工作ꎬ 其中仅来自北京、 江苏、 浙江、
福建等地的志愿者就达 ２０００ 余人ꎮ

这次救援和善后工作ꎬ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ꎬ 在社会各界和全体志

愿者的共同努力下ꎬ 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了

志愿服务组织的力量和作用ꎮ 湖北省志愿者协

会及时传达救援指挥部信息ꎬ 调度近百个志愿

者团队有序开展工作ꎮ 紧急救援民间公益机构

“蓝天救援队” 从北京、 上海、 重庆等地调集

１４７ 名队员赶赴监利ꎬ 与来自四川雅安等地的

应急志愿者一起ꎬ 发挥专业性优势ꎬ 在事故地

下游搜寻遇难人员ꎮ 来自广东、 湖南等地的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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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服务志愿者ꎬ 一路奔波ꎬ 立刻投入到遇难者

遗体整理工作中ꎮ 来自湖北教育行业心理咨询

师协会的志愿者ꎬ 与各地心理抚慰志愿者一

起ꎬ 共同配合卫生部门对遇难者家属开展心理

干预、 心理抚慰ꎮ
二、 忘我奉献热忱付出ꎬ 共同唱响志

愿之歌
监利是长江边的一个普通小城ꎬ 随着大量

乘客家属、 救援力量、 善后专班和媒体记者的

突然涌入ꎬ 交通、 食宿等遇到巨大的困难ꎮ 面

对这种情况ꎬ 我们迅速吹响了志愿服务的集结

号ꎬ “哪里有需要ꎬ 就尽可能让哪里有志愿者

的身影”ꎮ 党委政府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ꎬ 组

建 １８３ 支对口接待专班ꎬ １６００ 多名来自各乡

镇、 县直部门的干部职工组成志愿服务队为乘

客家属提供服务ꎮ 团县委、 志愿者协会发出倡

议ꎬ 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团队ꎬ 分设家属接待、
车辆接送、 住宿安排、 交通疏导、 物资调配、
网络文明六个志愿服务工作组ꎬ 主动对接救援

力量、 乘客家属和外地志愿者ꎮ 监利一米爱心

社、 蓝天下妇儿维权中心、 边江爱心社等本地

民间志愿服务组织ꎬ 发动社会爱心力量积极参

与ꎮ 全县 ３２００ 多辆私家车、 ３６０ 多辆出租车响

应 “黄丝带” 爱心车倡议ꎬ 免费接送外地客人

９０００ 余人次ꎮ 志愿者胡贵霞把自己的千禧酒店

全部房间腾退出来ꎬ ５００ 多位高考考生家长退

掉陪考房ꎬ 让给乘客家属ꎮ 一时间ꎬ 随处可见

的 “黄丝带” 成为这座小城的标志ꎬ 免费修

车、 免费理发、 免费快递、 免费食宿等爱心善

意ꎬ 如潮水般在监利县城涌动ꎮ
各级各类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ꎬ 积极转

发志愿者随手拍下的救援现场感人瞬间ꎬ “ ‘东
方之星’ 我们与你同在” “此刻所有监利人都

是你们的亲人” 的温情充满网络ꎮ 我县的志愿

者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ꎬ 用全身心、 不求

回报的付出ꎬ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ꎮ 而很多

志愿者在接受采访时ꎬ 仅仅表示: “做的事情

很小ꎬ 只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心意!” 人民日报

对这次志愿服务评述道: “客船翻沉的灾难始

料未及ꎬ 万众一心的救援井然有序ꎬ 江边小城

的善举无处不在ꎬ 温暖人心的大爱遍及荆楚!”
三、 危难已过真情犹在ꎬ 志愿精神光

芒永续
在这次突发事件中ꎬ 志愿服务发挥了重要

作用ꎬ 特别是为翻沉事件的善后处理作出了突

出贡献ꎮ 回顾救援善后的前前后后ꎬ 我们有着

非常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这次救援和善后志愿服务ꎬ 是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ꎮ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ꎬ 湖北省委省

政府和相关 ８ 个省市把责任扛在肩上ꎬ 有为有

担当ꎬ 广大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倾情奉献ꎬ 彰显

了大爱无疆的国家力量ꎮ
这次救援和善后志愿服务ꎬ 是一次志愿服

务理念和精神的大弘扬ꎬ 是向上向善、 互帮互

助良好风尚的生动阐释ꎮ 它闪耀着人性光辉ꎬ
树立起一座文明丰碑ꎮ

这次救援和善后志愿服务ꎬ 是广大志愿者

由心而生自觉行动的生动展示ꎬ 是日常教育、
文化熏陶、 氛围感染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必然

结果ꎮ 志愿服务工作重在制度化、 胜在常态

化ꎬ 平时培育践行抓得好ꎬ 关键时刻才能顶

得住ꎮ
让我们全体志愿者携起手来ꎬ 进一步高扬

志愿精神ꎬ 让 “人人来当志愿者” 成为共同心

声ꎬ 让文明之风在神州大地处处回荡!

(湖北省监利县县委书记　 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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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义爱心团队

践行雷锋精神　 投身志愿服务
为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多做贡献

参加这次会议ꎬ 是我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ꎮ
作为新时期的 “雷锋传人”ꎬ 中央文明委给予我

很多很高的荣誉ꎬ 我要倍加珍惜、 谦虚谨慎ꎬ 向

今天获奖的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和全国的优秀志

愿者学习ꎬ 把学雷锋与志愿服务紧密结合起来ꎬ
身体力行ꎬ 示范引领ꎬ 更好地弘扬雷锋精神ꎬ 带

动更多志愿者共同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精神ꎬ 为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
岗位化、 全员化多做贡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给郭明义

爱心团队回信ꎬ 为我们指明了学雷锋活动的核

心目标、 前进方向和重点任务ꎬ 让我们备受鼓

舞和激励ꎮ 两年来ꎬ 仅我们鞍钢就在立足岗

位、 面向社会两个维度上取得新进展ꎬ 使学雷

锋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ꎬ 与企业生产经营紧密

融合ꎮ 一是新成立敬业奉献团队 ５００ 余支ꎬ 广

泛开展攻关立项、 义务献工、 突击会战、 保产

抢修等奉献活动ꎬ 累计创效 １ ２ 亿元ꎮ 二是新

增爱心团队 １４０ 余支、 志愿者 １ ３ 万余名ꎬ 开

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３０００ 余次ꎮ 鞍钢领导班子

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雷锋、 带头捐款、
带头奉献ꎮ 还涌现出 “时代楷模” 李超ꎬ 勇闯

火海、 英勇牺牲的辽宁省 “见义勇为英雄” 孙

利东等一批先进典型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雷锋精神ꎬ 人人可学ꎻ

奉献爱心ꎬ 处处可为ꎮ 我们就是要按照总书记的

指示去做ꎬ 心中时时有雷锋ꎬ 处处实践做雷锋ꎮ
我认为ꎬ 无论在岗位上ꎬ 还是在社会上ꎬ 都要努

力推进常态化、 全员化、 岗位化ꎬ 让学雷锋成为

一种道德自律、 内心自觉ꎮ 同时ꎬ 开展志愿服务

工作ꎬ 不要拘泥于形式ꎬ 不要注重场面大小ꎬ 关

键看是否为社会、 为企业创造了价值ꎬ 关键看是

否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困难、 最迫切、 最关注的问

题ꎬ 关键看是否弘扬了时代主旋律ꎮ 归根到底ꎬ
就是要天天学、 天天做ꎬ 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

人ꎬ 一个在哪里都释放出正能量的人ꎬ 一个像雷

锋那样随时随地做好事的人ꎮ
二、 以志愿服务为根本落脚点ꎬ 赋予

学雷锋活动崭新的时代内涵
学雷锋活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有效载体ꎬ 志愿服务是新时期学雷锋活动的重

要形式ꎮ 志愿服务工作要与时俱进ꎬ 不断增添

新的内涵、 新的任务ꎬ 使学雷锋活动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ꎬ 保持旺盛的活力ꎮ
一是坚持围绕大局ꎮ 通过这些年从事志愿

服务活动的经历ꎬ 我深切地感到ꎬ 学雷锋志愿

服务要实现发展和创新ꎬ 就应该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来谋划展开ꎬ 从实际出发ꎬ 找准

工作方位和工作重点ꎬ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

量ꎬ 让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ꎬ 为营造向上

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ꎬ 为提高国民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一

名普通志愿者的应有贡献ꎮ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ꎮ 要以企业、 社会和人

民群众的需求为重点ꎬ 着眼解决现实问题开展

志愿服务ꎮ 当前ꎬ 就要围绕精准扶贫ꎬ 做好调

研、 精心组织ꎬ 按照缺啥帮啥的原则ꎬ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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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帮到底ꎬ 做到帮一户、 成一户ꎮ 不仅从物

质上帮助到位ꎬ 更在情感上慰藉到心ꎮ
三是坚持不断创新ꎮ 要创新志愿服务的内

容、 方式和平台ꎬ 抓住 “互联网＋” 给志愿服

务工作带来的新机遇、 新挑战ꎬ 借助微博、 微

信等网络媒体平台ꎬ 开展跨地域、 跨时空的志

愿服务活动ꎬ 提高时效性和到达率ꎮ
三、 把握关键点、 发挥示范力ꎬ 引领

志愿服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志愿服务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ꎮ 作为 “当

代雷锋”ꎬ 我也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ꎬ 我要向

全国志愿者发出如下倡议:
一是积极传承弘扬雷锋精神ꎬ 踊跃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ꎮ 学习雷锋ꎬ 重在行动ꎮ 要像雷锋

那样满怀对党、 对国家、 对社会、 对人民的爱

与责任ꎬ 积极主动地参与各项志愿服务活动ꎬ
以学雷锋的实际行动ꎬ 为促进社会更加文明和

谐多做贡献ꎮ
二是努力掌握更多志愿服务本领ꎬ 不断提

高志愿服务水平ꎮ 参加志愿服务既要有美好的

主观情感ꎬ 更要在客观上掌握必备的技能ꎮ 要

持续学习、 提升自我ꎬ 关键时刻才能搭把手、
出份力ꎬ 让为人民服务的愿望真正落到实处ꎮ

三是发挥榜样引领作用ꎬ 带动更多人参与

志愿服务ꎮ 辽宁开展的 “跟着郭明义学雷锋”
活动ꎬ 组织全省道德模范都加入其中ꎬ 而且全

部开通微信、 微博ꎬ 示范效应明显ꎬ 这样的头

我非常愿意带ꎮ 我们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的模范

和标兵ꎬ 都要带动广大志愿者提升人生境界ꎬ
汇聚起为实现 “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的强大正

能量ꎮ

(鞍钢矿业集团齐大山铁矿采场

公路管理员　 郭明义)

中国文联

秉承志愿精神　 艺术回报人民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ꎬ 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ꎬ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ꎮ 志愿服务

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ꎮ 文艺工作者

应当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 先倡者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文联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ꎬ 把文艺与志愿服务有机

结合ꎬ 充分发挥所属 １１ 个全国文艺家协会和 ３２
个省级文联以及 １１ 个产 (行) 业文联的组织优

势、 人才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ꎬ 通过组建中国文

联文艺志愿服务团和各全国文艺家协会文艺志

愿服务团ꎬ 成立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和中国文艺

志愿者协会ꎬ 设立 “５２３” 全国文艺志愿者服

务日ꎬ 建立和完善文艺志愿者招募和服务管理

机制ꎬ 创设文艺支教、 文艺培训、 新农村少儿舞

蹈美育工程、 摄影曙光学校等文艺志愿服务项

目ꎬ 深化 “送欢乐下基层” 品牌活动等ꎬ 推进

文艺志愿服务的组织建设、 平台建设、 机制建

设ꎬ 逐步凝聚起一支老中青相结合近 １０ 万人的

文艺志愿者队伍ꎬ 全国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蓬勃

开展ꎮ 近 ４ 年来ꎬ 中国文联指导和带动各级文联

组织各艺术门类艺术家 １５ 万余人次ꎬ 赴革命老

区、 民族地区、 祖国边陲、 穷困山区、 地震灾

区、 田间厂矿、 军事基地等ꎬ 北到漠河ꎬ 南到三

沙永兴岛ꎬ 东到延吉图们边检站ꎬ 西到新疆克州

西陲第一哨ꎬ 甚至远到非洲苏丹工程建设工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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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００ 多场次ꎬ 直接服务

基层群众 １０００ 余万人次ꎬ 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

了欢歌笑语和美好的精神食粮ꎮ
开展这项工作ꎬ 我们主要有三点体会:
一、 文艺志愿服务要以满足基层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工作

者的天职ꎮ 人民需要文艺ꎬ 文艺需要人民ꎬ 文艺

要热爱人民ꎮ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积极开展 “送欢乐下基层” 等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ꎬ 把精神食粮送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ꎮ 尽

管我们文艺志愿者到过的地方大多交通不便、 生

活条件差ꎬ 但他们依然都精心准备每一次表演ꎬ
用最好的精神状态和高品质的文艺节目让现场观

众享受着艺术的独特魅力ꎬ 近距离感受到国家文

艺繁荣发展的成果ꎮ 几乎每次演出结束后ꎬ 观众

都鼓掌欢呼ꎬ 久久不愿离去ꎮ 正如在南水北调工

程演出现场一位工人朋友说的那样ꎬ “如果将南方

的水调到北方ꎬ 是给北方解渴ꎬ 那艺术家的到来ꎬ
就是给我们精神解渴”!

二、 文艺志愿服务对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独特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

用ꎬ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ꎬ 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

它、 领悟它ꎮ 我们深刻体会到ꎬ 文艺志愿服务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ꎮ
艺术家们运用生动的语言、 多彩的笔墨、 精湛的

表演等形式ꎬ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灵活现

地体现在文艺作品和表演之中ꎬ 让观众在春风

化雨、 润物无声中感受到核心价值观的巨大力

量ꎮ 比如ꎬ 中国曲协发挥曲艺 “文艺轻骑兵”
的作用ꎬ 开展 “我们的价值观———曲艺走基

层”、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等志愿服务

活动ꎬ 足迹遍布全国ꎬ 行程近 ５ 万公里ꎬ 演出百

余场ꎬ 彰显了文艺在唱响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上

的独特优势ꎮ 同时ꎬ 艺术家们不辞辛苦、 忘我奉

献精神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

现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国际志愿者日期间ꎬ ７０ 多岁

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带队到成都女子

特警队ꎬ 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数日ꎬ 并克服

身体不适ꎬ 坚持为战士们表演和辅导ꎮ 她说:
“下基层苦是苦ꎬ 但是一看到观众的笑脸ꎬ 就浑

身是劲ꎬ 心里感到很充实、 很踏实ꎮ”
三、 文艺志愿服务是加强文艺界行风

建设、 净化艺术家心灵、 汲取创作营养的

有效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ꎬ 人民生活是一切

文学艺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ꎮ
“送欢乐下基层” 等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是

传递爱心、 传播文明的社会实践ꎬ 也是文艺工

作者实现服务大众、 奉献人民等社会价值与个

人价值的契合点ꎬ 更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
扎根人民、 激发灵感的内在动力ꎮ 每年元旦春

节期间ꎬ 都是艺术家们档期最满的时候ꎬ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旬ꎬ 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刚参加完新疆

“西陲第一哨”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ꎬ 又赶赴吉

林图们边检站为战士们慰问演出ꎬ 随后飞回北

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彩排录制ꎮ 她深

情地说: “我跨越上万公里ꎬ 就希望能面对面

地为边防战士歌唱!”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ꎬ 文

艺家不仅给基层群众带去欢乐ꎬ 同时自己心灵

也受到洗礼ꎬ 激发了创作灵感ꎬ 创作出不少优

秀作品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６ 年央视春晚歌曲 «光荣»ꎬ
就是著名词曲作家苏叔阳、 刘琦 ２０１４ 年参加中

国文联赴邓小平故里四川广安 “送欢乐下基

层” 志愿服务活动中深受感动创作的ꎮ 像歌曲

«到人民中去» «走近你»ꎬ 诗歌 «共和国不会

忘记» «献给煤矿工人的颂歌»ꎬ 情景剧 «路漫

漫» «让历史告诉未来» 以及一大批书画摄影

作品ꎬ 都深受群众喜爱ꎮ
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秉承 “奉
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ꎬ 以这次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为新起点ꎬ 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ꎮ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李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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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 “微笑行动” 志愿服务团队

用 ２６ 年的爱心和坚守传递 “微笑”

我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一名整形外科医生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我和爱人林静在国内率先发起了中国

“微笑行动” 公益慈善项目ꎬ 专门为贫困家庭

的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儿提供免费救助治疗ꎮ
２６ 年来ꎬ 我们这个团队ꎬ 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ꎬ 始终站在医疗救助一线ꎬ 先后组织 １５０ 余

支志愿医疗队ꎬ 奔赴全国 ２１ 个省 (区、 市)
的 ６３ 个市 (县) 开展活动ꎬ 为 ２９０６３ 名贫困

家庭患儿提供了免费手术和相关治疗ꎬ 为上万

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带去笑容和温暖ꎮ 我们深深

感到: 一辈子其实很快的ꎬ 能做点事情帮助别

人ꎬ 让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一、 以责任担当传递 “微笑” 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勉励青年志愿者时指出:

“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担当ꎬ 国家就有前途ꎬ
民族就有希望ꎮ” 我和我的团队ꎬ 大都是普通

的医疗工作者ꎬ 能用我们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展

志愿服务ꎬ 为那些需要手术的患儿尽一点绵薄

之力ꎬ 为我们这个社会凝聚和传递正能量ꎬ 既

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ꎬ 也是我们的幸运和快

乐ꎮ ２６ 年前ꎬ 我和爱人第一次开展 “微笑行

动” 医疗慈善救助时的场景ꎬ 至今历历在目ꎬ
终生难忘ꎮ 当时首批报名的患者就有 ３００ 多位ꎬ
然而受人手、 设备、 药品、 时间等各种因素的

限制ꎬ 最多只能进行 １６０ 台手术ꎬ 当那些无法

得到救助的孩子家属向我哭诉时ꎬ 他们的悲伤

和无助让我下定决心ꎬ 无论有多难ꎬ 一定要把

这件事情做下去!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ꎬ 这么多

年来ꎬ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ꎬ 在社会

各界和广大志愿者共同参与下ꎬ “微笑行动”

不断发展壮大ꎬ 一茬茬医疗志愿者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 “医者仁心”ꎬ 用责任与担当践行

志愿服务精神ꎬ 用不求回报的默默付出传递着

“微笑” 力量ꎮ
二、 以团队运作汇聚爱心善意
２６ 年的光阴转瞬即逝ꎬ “微笑行动” 从当

初的 “夫妻店”ꎬ 到今天拥有数百名技术过硬

的专业医疗志愿者ꎬ 取得了一些成绩ꎬ 这一路

走来ꎬ 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团队的力量ꎮ 在团队

化、 组织化运作的基础上ꎬ 我们逐步实现了

“微笑行动” 志愿服务从阶段化、 松散化、 行

业化向常态化、 规范化、 社会化的转变ꎬ 更好

地汇聚全社会的爱心善意ꎬ 推动 “微笑行动”
获得更大社会效益ꎮ 一是由阶段化向常态化转

变ꎮ “微笑行动” 组建之初ꎬ 没有固定的医疗

场所ꎬ 没有固定的医疗人员ꎬ 没有固定的活动

地点ꎬ 每年只能开展一两次活动ꎬ 救助的患儿

非常有限ꎮ 现在ꎬ 我们有了稳定的团队、 定点

的场所、 固化的机制和完善的保障体系ꎬ 能够

帮助更多的患者得到救助机会ꎬ 实现了 “微笑

行动” 的常态化开展ꎮ 二是由松散化向规范化

转变ꎮ 项目启动之初ꎬ 志愿者来源相对较少ꎬ
志愿服务队伍存在不稳定性ꎮ 但是我们的志愿

者只有增加从未减少ꎬ 只要是参加过的医疗志

愿者ꎬ 不仅自己坚持参加ꎬ 还把同事、 朋友都

拉进来ꎮ 截至目前ꎬ 我们已经拥有在册医疗志

愿者 ４００ 余名、 非医疗志愿者上千名ꎬ 形成了

规范管理服务机制ꎮ 三是从行业化向社会化转

变ꎮ 我曾经认为ꎬ 做善事不需要张扬ꎬ “微笑

行动” 就靠医疗志愿者做ꎬ 隐姓埋名更好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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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活动的开展ꎬ 我认识到ꎬ 应该让更多的社

会人士参与进来ꎬ 人多力量才更大ꎬ 才能帮到

更多的孩子ꎮ 我们的非医务人员 “微笑志愿

者” 来自于各行各业ꎬ 主要是访谈患儿家庭ꎬ
帮助患儿的家庭成员宣泄情绪、 抚慰情感ꎬ 许

多 “微笑志愿者” 常常在访谈后ꎬ 擦眼泪把纸

巾用完了ꎬ 把口袋里的钱也掏完了ꎮ 目前ꎬ 累

计已有 ３ 万多名志愿者参与过 “微笑行动”ꎬ
国内外百余家爱心企业和 ４０００ 余名爱心人士累

计捐款达 ８０００ 余万元ꎬ “微笑行动” 正逐渐成

为社会爱心和正能量的传播平台ꎮ
三、 以专业支撑赢得广泛认同
“微笑行动” 始于专业化ꎬ 也胜在专业化ꎮ

我们团队内大多都是专业医疗工作者ꎬ 深知手

术都有风险ꎬ 虽然唇腭裂手术并不算难ꎬ 真正

要做好却也并不容易ꎮ 我们告诉自己ꎬ 虽然当

的是志愿者、 做的是免费手术ꎬ 但一定要做到

最好! 因为这里面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和责

任ꎬ 更重要的是寄托着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和

孩子们的未来ꎮ 一是坚持建设高水平专业队

伍ꎮ 我们对进入团队的专业医疗志愿者ꎬ 始终

坚持进行专业能力、 从业经验的严格考核ꎬ 确

保吸收技术过硬的优秀医生ꎮ 同时ꎬ 通过网

络、 热线等多种方式ꎬ 不断扩大志愿者招募渠

道ꎮ 现在我们的团队中不仅有专业的医疗志愿

者ꎬ 还拥有数位国内顶尖的唇腭裂医治专家ꎬ
形成了以保持高水平手术质量、 规范化管理模

式等为特色的队伍运作体系ꎬ 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同和赞誉ꎮ 二是不断完善专业组织结

构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我们联合全国妇联、 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成立了 “微笑行动” 公募基金ꎬ 组建

专项基金管委会ꎬ 建立健全基金财务管理制

度、 社会公募制度等运行管理机制ꎬ 进一步完

善内部组织结构ꎬ 确保专业化的队伍、 专业化

的运作、 专业化的保障ꎮ 三是着力规范专业运

作流程ꎮ 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医疗作业流程、 志

愿者管理流程、 患者接受救助流程和术后反馈

流程ꎬ 不断推动医疗救助服务的规范化和程序

化建设ꎬ 为 “微笑行动” 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ꎮ
四、 以品牌影响延续爱的坚守
“微笑行动” 成立 ２６ 年来ꎬ 始终秉承 “公

益惠民ꎬ 奉献社会” 的理念ꎬ 身体力行、 执着

坚守、 久久为功ꎬ 用所有的资源、 财力和人力

只做一件事情ꎬ 那就是医疗救助贫困家庭的唇

腭裂孩子ꎮ 我们以专业为本ꎬ 以诚信取信ꎬ 形

成了 “点线面” 结合的医疗救助服务体系ꎬ 成

功塑造了 “微笑行动” 志愿服务品牌ꎬ 得到公

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ꎬ 用品牌力和公信力为

“微笑行动” 换来旺盛持久的生命力ꎮ 一是

“点” 上服务更加健全ꎮ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和

帮助下ꎬ 我们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

“微笑行动慈善医院”ꎬ 在社会募捐资金的支持

下ꎬ 现在每年可以进行 ２５００ 至 ３０００ 例免费手

术ꎬ 让更多患者随时可以得到救助ꎬ 让国内外

医疗志愿者、 善款捐赠者和爱心志愿者都可以

在这里帮助他人、 奉献爱心ꎮ 二是 “线” 上服

务持续完善ꎮ 随着 “微笑行动” 的持续发展ꎬ
我们不再满足于定点开展医疗救助ꎬ 而是积极

走出去ꎬ 先后组织多支志愿医疗队ꎬ 开展重走

红军长征路医疗志愿服务行动ꎬ 行程累计近百

万公里ꎬ 为百色、 延安、 漳州等革命老区贫困

家庭的患者提供免费手术和相关治疗ꎮ 三是

“面” 上服务有效拓展ꎮ 现在ꎬ “微笑行动” 已

在国内拥有 ３４ 家合作医院ꎬ 在全国多地建立了

志愿者服务协调小组ꎬ 先后在广西、 云南、 新

疆等地的 ６３ 个县 (市、 区) 建立站点ꎬ 服务

触角不断延伸ꎬ 辐射范围不断扩大ꎬ 基本形成

全国范围内关爱贫困唇腭裂孩子的医疗救助

网络ꎮ
我们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ꎬ 服务更多贫困

家庭ꎬ 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

贡献!

(浙江杭州 “微笑行动” 志愿服务

团队负责人　 韩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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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

弘扬志愿精神　 共建汇善汇美文明城区

作为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的代表ꎬ 今天ꎬ 徐

汇区梅陇三村获得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称

号ꎬ 这是对我区志愿服务工作的巨大鼓励ꎮ 梅

陇三村是徐汇区 １３ 个街道 (镇)、 ３０６ 个居民

区中的一个普通小区ꎬ 从曾被戏称为 “垃圾三

村” 到如今的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ꎬ 是我们

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ꎮ 近年来ꎬ
徐汇区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区为契机ꎬ 大力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ꎬ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ꎬ 涌现出 “上海奶奶” 沈翠英、 ９０ 后最美志

愿者蒋舒文、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朱兰等

一批先进典型ꎬ 崇德向善蔚然成风ꎬ 志愿精神

深入人心ꎮ
一、 以共建促进共享ꎬ 充分体现志愿

服务在地区发展中的精神价值
徐汇区得名于明代科学家徐光启ꎬ 区域科

技教育卫生资源丰富ꎬ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ꎮ 志

愿服务是城市文明的内涵和标志ꎬ 对于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作

用ꎮ 我们把志愿服务作为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载体ꎮ 以社区作为基础阵地ꎬ 充分发挥

广大居民的主体作用ꎬ 着眼于邻里守望相助ꎬ
立足于落细、 落小、 落实ꎬ 把志愿服务做到社

区、 做进家庭ꎮ 长桥街道体育花苑小区ꎬ 家家

都有志愿者ꎬ 人人争做志愿者ꎬ 小区氛围融

洽、 邻里和睦、 友善互助ꎮ 我们把志愿服务作

为文明城区创建的重要抓手ꎮ 响亮提出 “汇善

汇美、 文明徐汇” 创建口号ꎬ 坚持为民、 靠

民、 利民ꎬ 搭建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平台ꎬ 动

员群众以自己的双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ꎬ 以参

与度提升满意度ꎬ 以奉献的成就感增强发展的

获得感ꎮ 窗口行业职工争做志愿者ꎬ 提升服务

水平ꎻ 社区文化名人秦怡、 尚长荣、 曹鹏等争

做志愿者ꎬ 带动市民群众凝心聚力、 共建美丽

徐汇ꎮ 我们把志愿服务作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的重要途径ꎮ 志愿服务既是一种精神引领ꎬ 更

是一种道德实践ꎮ 我们加大社会动员力度ꎬ 引

导市民群众广泛参加交通引导、 护绿环保、 清

洁家园、 邻里守望等各类志愿服务行动ꎬ 在参

与中增强文明意识、 养成行为习惯ꎬ 推动形成

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良好风尚ꎮ
二、 以需求引导发展ꎬ 有效提升志愿

服务的社会成效
落实上海市委 “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

建设” 一号课题ꎬ 在志愿服务中突出 “三个导

向”ꎮ 一是突出问题导向ꎮ 社区志愿服务主要

涉及居民日常生活ꎬ 重在解决居民生活的实际

困难ꎮ 我们围绕物业管理、 宠物扰邻、 高空抛

物、 小区治安等社区治理的突出问题ꎬ 发挥梅

陇三村 “绿主妇” 议事会、 古宜小区 “十姐

妹” 议事会等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的作用ꎬ 引导

居民自主协商、 妥善处理ꎮ 枫林街道中山苑小

区ꎬ 老旧电梯更新问题困扰多年ꎬ 在小区志愿

者努力下ꎬ 通过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公司三

方协商ꎬ 最终形成筹资方案ꎬ 有效化解了矛

盾ꎬ 解决了群众最现实、 最关心的身边事ꎮ 二

是突出需求导向ꎮ 居民有什么样的需要ꎬ 社区

就培育开展什么样的志愿服务ꎮ 针对小区空巢

老人不断增多的情况ꎬ 我们以社区 “睦邻点”
建设为载体ꎬ 开展邻里助老志愿服务ꎮ 今年春

节期间ꎬ 全区 ３ 万余名社区平安志愿者挨家挨

户做好工作ꎬ 通宵达旦参与值守ꎬ 确保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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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烟花爆竹零燃放ꎬ 也彰显了上海徐汇 “平安

马甲” 的风采ꎮ 三是突出项目导向ꎮ 从扩大市

民参与、 体现服务成效出发ꎬ 我们每年统筹发

布 ３０００ 余个志愿服务项目ꎬ 组织 ２０００ 余支志

愿者队伍、 １２ 万多名注册志愿者参与ꎮ 春运期

间ꎬ 实施 “热心换舒心” 志愿服务行动ꎬ 引导

“爱立方” 等社会公益组织以及高校、 企业和

社区志愿者ꎬ 在铁路等交通枢纽ꎬ 开展文明宣

传、 道路指引、 购票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温

暖南来北往的乘客ꎬ 展现徐汇的文明形象ꎮ
三、 以制度保障长效ꎬ 推动志愿服务

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认为ꎬ 志愿服务要常态长效、 活力不

减ꎬ 必须有完善的保障激励机制ꎬ 这必将调动

起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ꎬ 吸引越来越多的

人由心而生、 自觉自愿加入志愿服务行列ꎮ 一

是健全服务保障机制ꎮ 在全市率先建立三级志

愿服务网络ꎬ 区层面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领导小组ꎻ １３ 个街镇分别设立社区志愿服务中

心ꎬ 配备专职社工ꎻ ３０６ 个居民区均设立志愿

服务工作站ꎬ 具体指导社区志愿者团队开展活

动ꎮ 建有 ４６ 个市、 区两级志愿者服务基地ꎬ 形

成志愿者招募、 培训、 宣传、 激励的服务链

条ꎬ 让志愿服务就在群众身边ꎮ 二是建立资源

整合机制ꎮ 依托区域化大党建平台ꎬ 建立党建

联建文明共建机制ꎬ 整合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

区、 上海交大、 中山医院等 ２２０ 多家区域单位

党组织资源ꎬ 与社区 “双结对”ꎬ 为居民群众

开展科技、 医疗、 法律等各类专业志愿服务ꎮ
深化社工带义工志愿服务模式ꎬ 聘用 ２０００ 名社

区工作者ꎬ 成为社区志愿服务骨干ꎮ 建立 ２ 个

社会公益组织孵化园ꎬ 有 ６８８ 家公益组织在参

与社会公益项目中发展成长ꎬ 培育了一批专业

社工ꎬ 协同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发展ꎮ 三是强

化工作保障机制ꎮ 设立 ４００ 万元社区志愿服务

专项资金ꎬ 每个街镇均建立 ５０ 万—１００ 万元的

“居民自治公益金”ꎬ 为志愿服务提供资金保

障ꎮ 制定志愿者激励保障措施ꎬ 对正式注册的

志愿者ꎬ 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ꎻ 对优秀志愿

者每年提供一次体检ꎻ 对生活困难、 有重大疾

病的志愿者ꎬ 通过本区募集的 “好心人关爱基

金” 及时进行帮扶ꎮ 表彰宣传优秀志愿者ꎬ 以

榜样力量激励更多人关心、 支持、 参与志愿

服务ꎮ
徐汇区在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动下ꎬ 城

区环境优美、 社会秩序和谐、 社会风气向上ꎮ
我们将认真贯彻会议精神ꎬ 求真务实、 锐意创

新ꎬ 大力发展志愿服务事业ꎬ 努力争创全国文

明城区!

(上海市徐汇区区委书记、
区文明委主任　 莫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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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

中央组织部

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促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ꎬ 是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ꎬ 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ꎬ 对提升

乡村治理水平、 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具有

重要意义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农村党组织

在农村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ꎬ 要成

为落实党的政策、 带领农民致富、 密切联系

群众、 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ꎮ 刘云

山同志强调ꎬ 农村党组织要加强对群众的教

育引导ꎬ 让群众既物质富裕又精神富有ꎮ 赵

乐际同志要求ꎬ 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

心作用ꎬ 要落实到教育、 服务、 凝聚群众的

具体实践上ꎮ 这里ꎬ 我结合组织部门职能ꎬ
谈 ３ 点认识和体会ꎮ

一、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
心作用ꎬ 着力推动移风易俗深入开展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

作的领导核心ꎬ 在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

风中负有重要责任ꎮ 一是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

引导ꎮ 从实际情况看ꎬ 一些农村路修通了、 房

子盖好了ꎬ 但群众的道德水准有待提高ꎬ 有的

集体意识弱化ꎬ 大操大办、 封建迷信、 黄赌毒

有所冒头ꎬ 一些贫困地区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
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积极进取意识ꎬ 等等ꎮ 这

些问题ꎬ 迫切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做好教育群

众、 凝聚人心的工作ꎮ 要大力宣讲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教育ꎬ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ꎬ 培养文明

道德风尚ꎮ 运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ꎬ 有针对

性地开展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 遵纪守法、 诚

信互助等宣传教育ꎬ 不断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

质和科学文化素质ꎮ 着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ꎬ 把改陋习、 树新风作为村级组织活动场

所、 农民文化广场、 文化礼堂的重要活动内

容ꎮ 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

合ꎬ 在服务群众中凝聚群众、 鞭挞陋习、 倡导

新风ꎮ 在脱贫攻坚中ꎬ 坚持扶贫与扶志相结

合ꎬ 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ꎬ 着力增强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ꎮ 二是要强

化制度约束管控ꎮ 要组织引导村民群众有针对

性地健全完善村规民约ꎬ 把遏制陈规陋习作为

重要内容ꎬ 对红白喜事划定合理标准ꎬ 推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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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勤俭节约、 婚丧简办的新风尚ꎮ 推行一些地

方成立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

等做法ꎮ 发动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

服务ꎬ 制止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 盲目攀比等

陋习ꎮ 三是要弘扬新风正气ꎮ 大张旗鼓地宣传

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 勤俭持家、 尊老爱幼、
讲究卫生、 爱护环境等文明新风ꎬ 开展 “文明

家庭” “五好家庭” “好媳妇” “好婆婆” 等创

评活动ꎬ 用榜样的力量教育人、 鼓舞人、 感召

人ꎮ 对那些讲排场、 比阔气、 脏乱差、 封建迷

信、 黄赌毒等不良风气乃至违法行为ꎬ 要敢抓

敢管、 坚决抵制ꎬ 决不允许滋生蔓延ꎮ
二、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ꎬ

大力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村看村、 户看户ꎬ 群众看党员、 看干部ꎮ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ꎬ 党员干部必须

带好头、 作表率ꎮ 一是要带头破除陈规陋习ꎮ
这方面要做的有很多ꎮ 比如ꎬ 带头节俭办理婚

丧嫁娶事宜ꎬ 带头破除封建旧俗、 不搞封建迷

信活动ꎬ 带头尊老爱幼、 建设和谐家庭ꎬ 带头

维护环境卫生、 遵守公共秩序ꎬ 带头文明祭

奠、 低碳祭扫ꎬ 带头火葬和生态安葬ꎬ 等等ꎮ
总之一句话ꎬ 就是要时时事事处处带头学习、
宣传、 遵守规矩ꎬ 以实际行动带动群众文明节

俭、 健康生活ꎮ 二是要管住家人和亲属ꎮ 要注

重家风建设ꎬ 廉洁修身、 严格治家ꎬ 把道德要

求和纪律底线有机统一起来ꎬ 加强对家人和亲

属的日常教育ꎬ 加强对他们婚丧嫁娶等事宜的

约束ꎬ 做到有问题时早提醒、 早制止、 早纠

正ꎬ 决不允许对违法违纪行为听之任之ꎬ 甚至

包庇纵容ꎮ 三是要勇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ꎮ 党

员、 干部要坚持原则ꎬ 一身正气ꎮ 对那些巧立

名目收礼敛财、 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俗ꎬ 对低俗

表演、 涉黄涉暴等腐朽文化ꎬ 对买卖婚姻、 遗

弃老人等恶劣行径ꎬ 对邪教迷信、 赌博贩毒等

不法行为ꎬ 要敢于挺身而出ꎬ 该批评的批评ꎬ
该制止的制止ꎬ 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斗争ꎮ

三、 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ꎬ
切实引领农村社会新风尚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ꎬ 党内正气

在上升ꎬ 党风在好转ꎬ 社会风气在上扬ꎮ 推动

农村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ꎬ 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ꎬ 以真管真严、 敢管敢严、 长管

长严的实际举措ꎬ 给广大农民群众带好头、 作

示范ꎮ 一是要建强基层组织ꎮ 选好管好用好农

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ꎬ 上级党组织要严格把

关ꎬ 把党性强、 作风好放在首位ꎮ 在基层党组

织书记培训中ꎬ 要突出思想政治教育ꎮ 严格基

层党组织生活ꎬ 增强政治性、 时代性、 原则

性、 战斗性ꎮ 二是要管好党员干部ꎮ 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ꎬ 敦促党员干部按本色做人、 按角色

办事ꎬ 自觉远离低级趣味ꎬ 争做移风易俗的引

领者、 推动者和实践者ꎮ 推行一些地方党员干

部移风易俗承诺践诺、 红白事报告、 陋习曝光

等做法ꎬ 促使党员干部自觉接受监督ꎮ 三是要

严格正风肃纪ꎮ 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ꎬ 严

字当头ꎬ 党组织要经常了解掌握党员干部的思

想、 工作、 作风和生活状态ꎬ 对存在的苗头

性、 倾向性问题ꎬ 要及时提醒ꎻ 对违反规定

的ꎬ 该教育的教育、 该批评的批评、 该处理的

处理ꎮ 上级党组织要督促下级党组织把制度抓

细ꎬ 把监督抓真ꎬ 把处罚抓严ꎬ 切实端正党

风、 纯洁民风ꎮ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ꎬ 是一项长

期性任务ꎬ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ꎬ 学习贯彻这次会

议尤其是刘奇葆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提高思

想认识ꎬ 强化责任担当ꎬ 主动配合宣传、 精神

文明建设等部门ꎬ 把工作抓紧抓实、 落细落

小ꎬ 为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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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办

在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ꎬ 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ꎬ 是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要内容ꎬ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支撑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

神ꎬ 推动移风易俗、 遏制农村陋习ꎬ 应重点抓

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ꎮ
一、 把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ꎬ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建设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

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ꎬ 是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ꎮ 这些年来ꎬ 各地在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ꎬ
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ꎬ 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

长ꎬ 连续 ６ 年增速快于城镇居民ꎬ 生活水平有

了明显提升ꎮ 但是ꎬ 一些地方农村物质文明上

去了ꎬ 精神文明没跟上来ꎬ “有新房没新村”
“见物不见人” 等问题较为突出ꎮ 乡风文明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是乡村面貌

的集中体现ꎮ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ꎬ 要着

重补齐这方面的 “短板”ꎬ 坚持精神文明、 物

质文明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ꎮ 要以乡风民

风美起来、 人居环境美起来、 文化生活美起来

为目标ꎬ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新发展ꎮ 要

在美丽乡村建设评价体系中增加乡风文明方面

的内容ꎬ 提升权重ꎬ 发挥好评价体系的指挥棒

作用ꎮ 要创新宣传形式、 丰富宣传渠道ꎬ 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ꎬ 推

动 “物的新农村” 与 “人的新农村” 齐头

并进ꎮ
二、 把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作ꎬ 扎扎实实

地抓起来
小康不小康ꎬ 关键看老乡ꎮ 脱贫攻坚是

“十三五” 最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ꎬ 关系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ꎮ 从农村致贫原因来

看ꎬ 除了因病、 因缺技术、 劳力、 资金等因素

以外ꎬ 不少农民还反映因婚致贫问题ꎮ 全家辛

辛苦苦十几年ꎬ 因结婚负债一夜回到极端贫困

状态ꎮ 类似这种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

不改过来ꎬ 农民脱贫的基础就不稳固ꎮ 扶贫既

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ꎬ 不能只给钱给物ꎬ 关键

要从思想上拔穷根ꎮ 扶贫既要解决贫困群众物

质上的贫困ꎬ 也要改变千百年来传统陋习ꎬ 摆

脱精神贫困ꎮ 这方面ꎬ 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

等要在倡导健康节俭办事、 引领文明新风尚方

面多做一些工作ꎬ 加强引导示范ꎮ 要通过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ꎬ 介绍宣传勤俭持家、 勤劳致

富的一些正面典型ꎮ
三、 把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作为深化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任务ꎬ 建好

长效治理机制
村民自治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ꎬ 是广大

农民群众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ꎬ 实行自我教

育、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根本性制度ꎮ 办好

农村的事情ꎬ 既要强调政府指导ꎬ 更要重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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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农民积极参与、 主动作为ꎮ 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ꎬ 简单应用罚款、 惩罚的办法ꎬ
效果不一定好ꎬ 关键是要建立长效治理机制ꎮ
要利用好村民自治资源ꎬ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ꎬ 发挥各类群众自治组织的积极作用ꎬ 用好

村规民约的影响力、 约束力ꎬ 把移风易俗作为

村规民约的重要内容ꎬ 形成群众自我约束、 自

我监督的长效机制ꎮ 这几年有些地方成立村民

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禁赌禁毒会、 红白理事

会等群众自治组织ꎬ 发动群众对婚丧嫁娶铺张

浪费、 比阔斗富等陈规陋习进行评议ꎬ 通过设

立道德红黄榜、 善行义举榜等ꎬ 营造了倡导文

明新风的社会氛围ꎮ 最近ꎬ 中办国办已正式印

发 «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

治试点方案»ꎬ 落实该 «方案» 要求ꎬ 下一步

试点中ꎬ 村民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要倡导文

明新风ꎬ 组织村民制定、 完善和遵守村规民

约ꎬ 引导村民抵制封建迷信ꎬ 坚持移风易俗ꎬ
推行健康文明科学生活方式ꎬ 遏制婚丧嫁娶中

的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ꎬ 形成崇德向善、 扶危

济困、 家庭和谐、 邻里和睦的村风民风ꎮ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是 “三农”

工作的重要内容ꎬ 必须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任务来抓ꎬ 党委农村综合工作部门要深入学

习、 深刻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批示精神ꎬ 发挥好统筹协调职能ꎬ 积极作

为、 勇于担当ꎬ 积极配合宣传、 文明办、 民政

等部门做好有关政策支持工作ꎮ

(中央农办副主任　 韩俊)

民政部

在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

婚丧习俗改革是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

乡风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近年来ꎬ 民政部结合自

身职能ꎬ 积极配合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抓好移

风易俗工作ꎮ 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
一、 完善政策措施ꎬ 强化统筹协调
推动印发了中办国办 «关于党员干部带头

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ꎬ 会同 ８ 个部门印发了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ꎬ 印发了

«民政部关于开展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创建

活动的通知» 等政策文件ꎬ 以党员干部带头为

切入点ꎬ 引导广大群众文明节俭治丧、 节地生

态安葬、 文明低碳祭扫ꎬ 树立厚养薄葬、 移风

易俗新风尚ꎮ 编制实施了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明确提出农村

要发扬邻里相亲、 守望相助传统ꎬ 开展互助活

动和志愿服务ꎬ 着力弘扬文明乡风ꎮ
二、 加强基层建设ꎬ 强化群众自治
实施了 “西部城乡社区服务人才队伍能力

建设” 项目ꎬ 帮助受训村干部提高推动移风易

俗、 树立文明乡风的能力和水平ꎮ 根据 «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ꎬ 把村风民俗、 邻里互助、 婚

姻家庭等方面内容纳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

约修订之中ꎬ 发挥社会规范在树立文明乡风中

的积极作用ꎻ 规范和引导农村红白理事会等组

织开展工作ꎬ 推动群众在婚丧改革中实现自我

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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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树立先进典型ꎬ 强化示范引领
指导各地深入贯彻 «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

动殡葬改革的意见»ꎬ 把农村党员干部作为移

风易俗工作的关键ꎬ 注重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ꎮ 作为移风易俗试点工作省

份ꎬ 陕西一些农村地区对婚丧改革事宜要求

“支部书记带头ꎬ ‘两委’ 班子领头ꎬ 党员和村

民代表点头”ꎬ 并对先进事例予以宣传ꎬ 为普

通群众树立了行动标杆ꎮ 同时ꎬ 把婚丧事宜举

办情况纳入星级文明户、 “五好家庭” 等评选

活动中ꎬ 引导群众改陋习、 树新风ꎮ
四、 加大宣传力度ꎬ 强化舆论引导
抓住清明节、 七夕节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充

分利用各种媒体和传播手段ꎬ 在农村地区深入

宣传婚姻、 殡葬法规政策ꎬ 普及科学知识ꎬ 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ꎮ 特别是近年来通过推行免费

结婚登记颁证仪式ꎬ “重登记、 强责任、 崇节

俭” 的婚俗新风得到弘扬ꎻ 连续多年拍摄农村

殡葬改革远程教育视频片、 开展 “文明祭扫、
平安清明” 等主题活动ꎬ 传播殡葬新理念、 新

方式ꎬ 营造有利于婚丧习俗改革的良好氛围ꎮ
“十三五” 时期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ꎬ 也是推动移风易俗、 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关键时期ꎮ 下一步ꎬ 民政部将贯彻落

实好此次会议精神ꎬ 立足自身职能ꎬ 重点做好

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加大统筹协调力度ꎮ 指导各地民政部

门加强资源统筹ꎬ 密切部门协作ꎬ 落实职责任

务ꎬ 形成工作合力ꎬ 继续以开展婚丧习俗改革

为抓手ꎬ 有效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工

作的开展ꎮ
二是夯实基层组织基础ꎮ 结合基层社区建

设ꎬ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群众自治组织、 社

区社会组织的作用ꎬ 进一步引导将婚丧习俗改

革、 开展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纳入村

规民约ꎬ 与创建文明村镇、 文明家庭等活动相

结合ꎬ 纳入评选内容ꎬ 助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ꎮ
三是加强服务平台建设ꎮ 加强农村殡葬设

施建设ꎬ 治理乱埋乱葬等不文明行为ꎮ 依托社

区服务中心、 互联网等载体ꎬ 建立婚姻辅导服

务工作平台和志愿服务站点等ꎬ 有效推进相关

工作开展ꎮ
四是深化移风易俗宣传ꎮ 注重发挥党员干

部先锋模范作用ꎬ 加强农村社区婚丧嫁娶移风

易俗和身边好人好事好风气的宣传ꎬ 用身边事

例教育影响群众ꎬ 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清风、
文明乡风、 和谐民风ꎮ

(民政部副部长　 宫蒲光)

山东省

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美丽乡村

近年来ꎬ 根据中央部署安排ꎬ 山东省围绕

美丽乡村建设ꎬ 连续五年全面实施乡村文明行

动ꎬ 在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基础上ꎬ 把

移风易俗作为加强乡风民风建设的切入点ꎬ 积

极推行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 厚养薄葬ꎬ 目前

已在全省全面铺开ꎬ 取得良好效果ꎮ ２０１６ 年全

省农村随机调查中ꎬ 实地发出 ５０００ 余份问卷ꎬ
８３ ４％的受访者感受到了移风易俗带来的明显

变化ꎻ 电话访问 ２ ８ 万户ꎬ 移风易俗群众满意

率达到 ９４ ２％ꎮ 主要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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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入组织动员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中ꎬ 群

众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反映强烈ꎬ
而且一家一户无力改变ꎬ 要求党委政府积极引

导ꎮ 为此ꎬ 山东省委把移风易俗列入教育实践

活动重要整改事项ꎮ 过去两年ꎬ 特别是今年山

东被列为移风易俗试点省份以来ꎬ 根据省委要

求ꎬ 省文明委将移风易俗列入工作要点进行重

点部署ꎬ 环环紧扣ꎬ 持续用力ꎬ 形成了省文明

委牵头抓总ꎬ 市县乡村四级党政同抓ꎬ 各级文

明办、 民政等部门合力推动ꎬ 人民群众广泛参

与的工作格局ꎮ 今年 ７ 月ꎬ 省委书记姜异康听

取专题汇报并作出批示ꎮ 省及各地都成立了由

文明办、 民政等 ２０ 个部门单位组成的联席会

议ꎬ 自 ２０１５ 年起每年下拨 １０００ 万元作为各县

(市、 区) 移风易俗专项经费ꎮ 省里制定下发

移风易俗工作意见和方案ꎬ 提出了 “一二三

四” 的工作要求ꎮ 一个工作重点即: 遏制婚丧

嫁娶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ꎻ 两个全覆盖即: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ꎬ 全省所有村 (居) 普遍将移风

易俗纳入村规民约ꎬ 普遍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并

切实发挥作用ꎻ 三项基本原则即: 正面引导、
建设养成、 群众自觉ꎻ 四种关系即: 习俗与低

俗、 传承与创新、 治标与治本、 疏与堵ꎬ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省委、 省政府在莱芜召开省市县三级

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再动员部署ꎮ 随后ꎬ ９ 月又

在巨野召开现场推进会进行调度推动ꎮ 全省上

下广泛动员、 集中力量推动移风易俗工作ꎮ
二、 大力宣传引导
坚持宣传发动与教育引导同步进行ꎬ 省、

市新闻媒体设立专题专栏ꎬ 新媒体联动宣传ꎮ
今年 ７ 月以来ꎬ 省级媒体集中宣传了 ３１ 个先进

典型ꎬ 制作播出了一批移风易俗公益广告ꎮ 组

织开展了 “移风易俗树新风” 微电影大赛ꎬ 拍

摄的乡村文明系列影片在全国院线放映 ３２ ９５
万场次ꎬ 其中 «婚丧嫁娶树新风» 在全国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院线自制电影订购排行榜中位列第 １
名ꎮ 淄博市制作 “厚养薄葬就是孝ꎬ 随礼不坐

席才是情” “红事白事无小事ꎬ 政府倡导我赞

成” 等标语ꎬ 一周之内覆盖到了全市每个村

居、 每条街巷、 每条主干道ꎮ 各地利用文化大

集、 文体小广场等阵地ꎬ 通过文艺节目、 明白

纸、 倡议书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ꎬ 开展 “变味

的份子钱” “二次装棺该不该” “丧事一碗菜”
等大讨论ꎬ 将移风易俗作为农村道德讲堂和

“新农村新生活” 培训的必讲内容ꎬ 累计培训

４０８６１ 期ꎮ 广大党员特别是村干部签订承诺书ꎬ
认真执行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制度ꎬ 示范引领移

风易俗ꎮ 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和山东好人等

评选活动ꎬ 利用善行义举四德榜、 孝德基金等

形式引导孝老爱亲ꎬ 用孝悌和睦家风带动婚丧

嫁娶新风ꎬ 形成浓厚社会氛围ꎮ
三、 抓好关键环节
一是定标准ꎮ 在县乡指导下ꎬ 立足当地实

际ꎬ 坚持群众自愿、 形成共识ꎬ 实施 “一镇一

策” “一村一策”ꎮ 村级召开支部会、 党员大

会、 村民代表大会进行酝酿讨论ꎬ 将移风易俗

内容纳入村规民约ꎬ 在尊重传统民俗的基础上

适当简化程序、 统一标准、 减少花费ꎮ 村民签

订承诺书ꎬ 村里对婚丧办理事务进行公示ꎮ 巨

野县发动 １０ 万群众进行大讨论ꎬ 推行丧事就餐

一碗菜ꎬ 取消二次装棺ꎬ 每例丧事费用降幅在

４５００ 至 １ ５ 万元ꎬ 全县仅丧事每年节约资金 １
亿元ꎮ 二是搞服务ꎮ 坚持群众自治、 自助公益

原则ꎬ 全省村居成立 ８ ６ 万余个红白理事会ꎬ
免费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ꎮ 各级民政部门

积极组织开展红白理事会骨干成员轮训ꎬ 不断

提高服务水平ꎮ 有条件的村居提供场所ꎬ 配置

桌椅、 餐具、 音响等设备供群众办理红白事免

费使用ꎮ 一些农村与殡仪馆签订协议ꎬ 鼓励农

民到告别大厅举行追悼会ꎮ 倡导集体婚礼、 公

益婚礼等现代文明婚礼形式ꎬ 积极推行海葬、
树葬、 花坛葬等生态节地安葬ꎮ 推动殡葬惠民

政策全覆盖ꎬ 全省 １２ 个市由政府承担基本殡葬

服务费ꎬ 补贴资金 ２ ３ 亿元ꎮ 三是抓治理ꎮ 加

强丧葬活动管理ꎬ 整治殡葬用品市场ꎬ 规范殡

葬行为和殡葬行业秩序ꎬ 推进殡葬管理服务的

制度化、 规范化建设ꎮ 依法治理违规土葬、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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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乱葬、 骨灰装棺再葬、 超标准建墓立碑等行

为ꎬ 严厉打击在办理丧事活动中宣扬封建迷

信、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污染环境的行为ꎮ
“近抓减负ꎬ 远抓公墓”ꎬ 落实奖补政策ꎬ 推进

公益性公墓建设ꎬ 建设城市公益性骨灰存放设

施 ８７ 处ꎬ 农村 １１８２ 处ꎮ 进行调查摸底ꎬ 引导

从事吹鼓手的人员加入庄户剧团ꎬ 丰富农村文

化生活ꎮ
四、 强化督导考核
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创建

工作内容ꎬ 列入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指标体系”ꎮ 组织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各地进

行暗访督查ꎬ 委托第三方每年两次进行群众满

意度电话调查和实地暗访ꎬ 结果向各市、 县

(市、 区)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通报ꎬ 对群众满

意度低的市县进行约谈、 并进行媒体曝光ꎮ

在工作中我们深刻体会到ꎬ 推进移风易俗

工作ꎬ 必须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

领ꎬ 剔除糟粕陋习ꎬ 传承传统风俗的人文精

髓ꎬ 把握工作导向ꎬ 防止 “一简了之”ꎻ 必须

充分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ꎬ 让群众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ꎻ 必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ꎬ 完善

公共服务与依法治理相结合ꎬ 疏堵并举、 立破

并重ꎻ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推进ꎬ 务求

实效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特

别是刘奇葆同志重要讲话精神ꎬ 学习借鉴兄弟

省市先进经验ꎬ 进一步加大移风易俗工作力

度ꎬ 推动乡风民风真正美起来ꎮ

(山东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孙守刚)

福建省晋江市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动移风易俗

晋江是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ꎬ 在

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ꎬ 我们紧紧围绕 “五位

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把

提高人的素质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工程ꎬ 深

入推进移风易俗ꎬ 持续弘扬文明新风ꎮ 在这个

进程中ꎬ 我市认真把握移风易俗的规律ꎬ 坚持

问题导向ꎬ 全力破除闽南地区封建迷信、 大操

大办、 炫富摆阔等陈规陋习ꎬ 推动城市品质与

人的素质同步提升ꎮ 主要突出 “四个坚持”:
一、 坚持以村规民约来治理
不管是在城市发展还是新农村建设中ꎬ 我

们都十分注重村社自治ꎮ 目前ꎬ 全市 ３９２ 个村

(社区) 都制定了移风易俗的村规民约ꎬ 在基

层生活中起了重要的调节作用ꎮ 我们在引导村

规民约制定时ꎬ 不是简单粗暴的令行禁止ꎬ 而

是充分尊重传统、 科学引导ꎬ 让村民、 群众成

为自治的主体ꎮ 一方面ꎬ 顺应群众 “想变又不

愿出头ꎬ 盼改又不敢主动” 的从众心理ꎬ 通过

公议、 公订、 公示村规民约ꎬ 把群众意愿转化

为共同意志ꎬ 帮助群众打破心理障碍ꎮ 另一方

面ꎬ 高度重视村规民约的精准精细可操作ꎬ 做

到内容量化具体ꎬ 措施奖罚分明ꎬ 尽量一碗水

端平ꎮ 同时ꎬ 高度重视企业家、 干部和老年人

等关键人物ꎬ 发挥他们威信较高的优势ꎬ 带头

执行ꎬ 有力确保村规民约落实到位ꎮ
二、 坚持以党纪政令来约束
在深化移风易俗的长期坚守中ꎬ 我们更加

注重建章立制ꎬ 通过制度约束ꎬ 让市民行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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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任性ꎬ 多一分自觉ꎮ 重点突出两方面: 一

方面是完善地方行政规章ꎮ 融入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新理念、 新要求ꎬ 相继出台了规范主城区

出殡管理通告等规章制度ꎮ 特别是今年ꎬ 又制

定了 «晋江市民文明公约» 和 «晋江市民行为

规范»ꎬ 并专项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ꎬ
大力引导广大市民守公约、 遵规范ꎬ 养成与城

市生活接轨的公共行为习惯ꎮ 另一方面是强化

党员干部的行为约束ꎮ 俗话说得好ꎬ “村看村、
户看户、 群众看干部”ꎬ 党员干部在移风易俗

推进中的作用尤其明显ꎮ 我们先后出台了规范

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操办红白喜事的量化规

定ꎬ 强化督查ꎬ 严格落实ꎬ 让党员干部带好

头、 作示范ꎮ 近年来ꎬ 在党风政风的带动下ꎬ
社风民风也有了很大的提升ꎮ

三、 坚持以文化建设来根植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ꎬ 我们既重视传

承和弘扬优良习俗ꎬ 留住 “乡愁”ꎬ 延续传统ꎬ
也努力倡导与新城镇、 新农村相适应的新生

活、 新方式ꎮ 主要突出三个方面: 一是重传

承ꎮ 比如ꎬ 加强古村落、 古建筑的保护和修

缮ꎬ 建立更加科学有序的生活秩序ꎬ 倒逼村民

的行为规范ꎬ 像我们的五店市传统街区ꎬ 已经

成为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和谐共融、 留恋向往

的休闲之地ꎮ 比如ꎬ 突出家风家训的教育和传

承ꎬ 我们正在筹建 “晋江家训乡约文化馆”ꎬ
推动弘扬传统美德和优良家风ꎮ 二是破陋习ꎮ
比如ꎬ 闽南传统的 “普渡日”ꎬ 我们在禁止大

操大办的基础上ꎬ 引入文体、 科普、 环保等元

素ꎬ 把 “普渡日” 变成 “文体活动日” “志愿

服务日” “扶贫济困日”ꎮ 比如ꎬ 针对 ２０ 个村

庄数百年互不通婚的陋习ꎬ 我们发起倡议ꎬ 牵

线搭桥ꎬ 做足思想工作ꎬ 逐步破除这些村庄百

年互不嫁娶的禁锢ꎮ 三是树新风ꎮ 这几年ꎬ 我

们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ꎬ 大力开展文化惠民工

程ꎬ 建设 “书香城市”ꎬ 开设 “国学讲堂”ꎬ 打

造 “１５ 分钟文化生活圈”ꎮ 同时ꎬ 新建一批公

园绿地、 美丽乡村ꎬ 建成城市慢道和公共自行

车系统ꎬ 市民休闲生活有了更多好去处ꎬ 精神

追求有了更多好选择ꎮ
四、 坚持以慈善公益来造势
晋江民间比较富裕ꎬ 有 “输人不输阵” 的

面子情节ꎬ 又有扶贫济困、 乐善好施的优良传

统ꎮ 针对这一特点ꎬ 我们注重宣传引导ꎬ 典型

带动ꎬ 把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等陋习的转变ꎬ
与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结合起来ꎮ 早在 ２００３ 年ꎬ
我们就向全市企业界发出 “简办俗事ꎬ 多行善

事” 的倡议ꎬ 去年又发出 “最炫公益、 不炫嫁

妆” 的倡议ꎬ 号召全市人民丧事简办、 喜事新

办、 神事不办ꎬ 而把节约下来的礼俗开支捐赠

给公益事业ꎬ 得到全社会的积极响应ꎮ １０ 多年

来ꎬ 我市慈善总会共募集慈善款 ２６ ５８ 亿元ꎬ
位居全国县域前列ꎮ 更可喜的是ꎬ 这种简办红

白喜事、 捐赠公益事业的行为已经进入寻常百

姓家ꎮ 比如ꎬ 老党员施宣阔简办八十大寿ꎬ 捐

资 ２０ 万修村路ꎬ 当地群众特意为他撰写一副对

联ꎬ 称 “六旬党龄再修村路、 八秩华诞喜庆金

婚”ꎮ 同时ꎬ 我们又把募集的部分善款投入新

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ꎬ 既改善了农村生活

环境ꎬ 又进一步推动了文明乡风的转变ꎬ 得到

了群众的积极拥护ꎮ
移风易俗永远在路上ꎮ 我市将按照会议精

神ꎬ 把移风易俗工作做得更实更细、 更得人

心ꎬ 成风化人、 潜移默化提高人的素质ꎬ 推动

新型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ꎮ

(福建省晋江市委书记　 刘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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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

国家工商总局

积极履行职能ꎬ 促进公益广告发展繁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工商总局贯彻中央领导

同志重要指示精神ꎬ 立足职能ꎬ 常抓不懈ꎬ 扎

实做好公益广告规划监管和指导发展工作ꎬ 有

力推动全国公益广告持续发展ꎮ 作为 «公益广

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 «暂行办

法» ) 牵头起草部门ꎬ 在中央文明办的指导协

调下ꎬ 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ꎬ 顺利完成

«暂行办法» 的制定颁布工作ꎬ 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起开始施行ꎮ 进一步推动了公益广告规

范发展ꎮ
一、 以法治为引领ꎬ 推进公益广告

发展
公益广告可持续发展ꎬ 需要建立良性发

展机制ꎬ 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ꎬ 依法进行

规范和保障ꎮ 通过立法形式来保障公益广告

发展ꎬ 体现了依法治国理念ꎬ 也是公益广告

发展的客观需要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修订的广

告法ꎬ 提出国家鼓励、 支持开展公益广告宣

传活动ꎬ 规定广播电台、 电视台、 报刊出版

单位有发布公益广告的义务ꎬ 明确公益广告

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制定ꎮ

为适应公益广告发展的新变化ꎬ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以来ꎬ 工商总局会同相关部门ꎬ 研究制定关

于公益广告管理的行政规章ꎬ 经对有关公益广

告的规范性文件、 地方立法进行全面梳理ꎬ 广

泛听取有关部门、 媒体单位和广告企业意见ꎬ
公开征求社会意见ꎬ 结合广告法修订ꎬ 依照制

定规章立法程序ꎬ 审议通过了 «暂行办法» 并

颁布实施ꎮ «暂行办法» 作为广告法配套规章ꎬ
为公益广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ꎬ 在我

国公益广告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ꎮ
二、 促进和管理并举ꎬ 推进公益广告

发展
«暂行办法» 共 １６ 条ꎬ 体现了促进发展和

规范管理并重的原则ꎮ
１ 关于促进公益广告发展ꎮ 确定鼓励、 支

持开展公益广告活动的总原则ꎬ 引导单位和个

人以多种方式参与公益广告活动ꎻ 明确公益广

告稿源机制ꎬ 保证公益广告作品的持续性ꎻ 规

定户外广告规划以及户外广告资源招标时ꎬ 公

益广告占有一定比例和数量ꎻ 制定公布年度公

益广告活动规划ꎬ 实行公益广告发布备案制

度ꎻ 结合有关部门社会管理工作ꎬ 将公益广告

发布情况纳入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 文明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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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测评ꎻ 依法保护公益广告活动当事人

合法权益ꎮ
２ 关于规范公益广告管理ꎮ 一是明确了

“公益广告” 的范围ꎮ 界定公益广告是促进和

规范公益广告发展的前提ꎬ «暂行办法» 明确

了公益广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ꎬ 同时ꎬ 针对实

践中对公益广告的模糊和泛化现象ꎬ 特别规定

了排除款ꎬ 目的是体现 “公益性” 特征ꎮ 二是

明确了相关部门在促进和管理公益广告工作中

的职能ꎮ «暂行办法» 规定了工商、 新闻出版

广电、 工业和信息化、 互联网管理、 交通运输

管理、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本部门职能范围内

的公益广告管理工作ꎬ 以及文明委其他成员单

位的义务ꎬ 确定了共促共管的工作机制ꎮ 三是

制定了公益广告的发布内容准则ꎮ 这是 «暂行

办法» 的核心内容之一ꎬ 是对公益广告作品的

基本要求ꎮ 总结多年公益广告活动实践ꎬ «暂
行办法» 规定公益广告应当坚持正确价值导

向ꎬ 体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ꎬ 坚持表达基本

规范ꎬ 倡导艺术表现精品ꎬ 与商业广告相区

别ꎮ «暂行办法» 特别对企业冠名公益广告作

出具体规定ꎮ 四是细化了广告活动主体发布公

益广告的义务ꎮ «暂行办法» 细化了广告法关

于 “广播电台、 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应当按

照规定的版面、 时段、 时长发布公益广告” 规

定ꎬ 对政府网站、 新闻网站、 经营性网站、 电

信业务经营者发布公益广告提出要求ꎮ
三、 发挥工商职能作用ꎬ 推进公益广

告发展
«暂行办法» 的制定过程ꎬ 也是工商和市

场监管部门深化对公益广告重要性认识的过

程ꎮ «暂行办法» 实施后ꎬ 总局利用工作渠道

和宣传载体大力组织宣传ꎬ 指导地方、 行业组

织、 广告经营单位以及有关机构提高公益广告

发布数量和质量ꎮ 在刚刚发布的 «广告产业发

展 “十三五” 规划» 中ꎬ 把 “完善公益广告发

展体系” 作为广告业发展的十大重点任务之

一ꎮ 各地工商部门立即行动ꎬ 组织开展了各具

特色的公益广告活动ꎬ 如南京市工商局会同市

文明办ꎬ 召开了 «暂行办法» 宣讲会ꎬ 创作编

印了 «暂行办法» 宣传册ꎬ 组织广告企业学

习ꎬ 积极参与公益广告专题活动ꎮ
工商部门承担指导广告业发展的职能ꎬ 推

进公益广告发展是重要工作内容ꎮ 下一步ꎬ 工

商总局和全国工商、 市场监管部门将建立完善

工作机制ꎬ 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共同推进 «暂行

办法» 的有效实施ꎮ 一是履行广告监管和指导

广告业发展职能ꎬ 做好公益广告的规划管理工

作ꎮ 二是执行公益广告发布准则ꎬ 规范公益广

告健康发展ꎮ 三是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公益广告

作品库ꎬ 提供更多公益广告方面的公共服务ꎮ
四是在市场准入中ꎬ 支持、 鼓励、 引导单位和

个人在企业名称中合理融入公益广告理念ꎮ 五

是对公益广告发布情况进行监测和备案ꎮ 六是

指导广告行业组织将会员单位发布公益广告情

况纳入行业自律考评ꎮ

(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副司长　 黄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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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努力推动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及相关场站
公益广告刊播规范化常态化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部署要求ꎬ 交通运输部

认真贯彻落实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

法» (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ꎬ 积极运用公

共交通运载工具及相关场站大力刊播公益广

告ꎬ 取得了初步成效ꎮ
一、 前一段时间的举措与成效
１ 加强组织领导ꎬ 健全体制机制ꎬ 形成上

下联动、 全网覆盖工作格局ꎮ 交通运输部高度

重视公益广告刊播工作ꎬ 将其作为交通运输行

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

段ꎬ 把 «暂行办法» 中明确的交通运输行业的

职责体现在精神文明建设相关工作部署中ꎬ 指

导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切实做好公益广告刊

播工作ꎬ 要求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密切配合

省 (市) 文明办、 宣传部门等的工作部署ꎮ 明

确分管领导ꎬ 完善工作机制ꎬ 负责对辖区公共

交通运载工具及相关场站公益广告刊播进行指

导、 管理、 监督及考核ꎬ 在全行业形成上下联

动、 全网覆盖的工作格局ꎮ
２ 强化宏观指导ꎬ 统筹媒介资源ꎬ 形成公

益广告发布常态化工作机制ꎮ 近年来ꎬ 我部按

照中央文明委要求ꎬ 配合国家有关部委ꎬ 在全

行业组织开展了 “文明旅游、 礼貌乘车” “讲
文明树新风” 等公益宣传和 “爱岗敬业、 明礼

诚信” 主题实践活动ꎮ 不断强化对车船路港站

公益广告发布工作的指导ꎬ 要求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统筹辖区车船路港站广告媒介资源ꎬ 按照

«广告法» 和省区市有关部门的部署要求ꎬ 对

公益广告的发布比例、 数量作出规定ꎬ 并定期

督促检查ꎻ 要求车船路港站创新表达形式ꎬ 立

足载体特征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
具体化、 形象化、 生活化ꎻ 要求各地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积极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做好重要纪念

日以及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节日的公益

广告宣传ꎻ 要求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关系ꎬ 最大限度满足公益广告发布的黄金地

段、 黄金时段等要求ꎬ 确保公益广告发布的数

量与质量ꎮ 总的来看ꎬ 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按照省区市统一规划要求ꎬ 采取归口管理、 日

常刊播、 发布备案和动态监督相结合的方式统

一推进ꎬ 统筹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及相关场站媒

介资源ꎬ 以不少于总量 ２０％的比例进行公益广

告刊播ꎬ 部分地区和企业甚至达到了 ４０％
以上ꎮ

３ 立足行业特点ꎬ 发挥交通优势ꎬ 形成公

益广告与行业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的工作特

色ꎮ 我们坚持把公益广告宣传作为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载体ꎬ 着力推进公益广告宣传与行业

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ꎬ 在 “立足行业特点、
打造行业特色” 上下功夫ꎬ 取得初步成效ꎮ 如

上海申通地铁把公益广告宣传作为企业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ꎬ 打造了文化长廊、 “地铁音乐

角” 等 １００ 多个公共文化建设项目ꎬ 使上海地

铁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文明新风、 彰

显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窗口和阵地ꎮ 各地交通

运输管理部门的公益广告刊播活动还与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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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相关专题宣传紧密结合ꎬ 统筹安排车船路港

站媒介资源ꎬ 给予公益广告刊播支持ꎬ 收到良

好效果ꎮ
二、 下一步的思路与打算
虽然交通运输行业落实 «暂行办法» 取得

积极进展ꎬ 但还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ꎬ 如各地

工作开展不平衡、 刊播载体不够丰富、 具有鲜

明行业特色的公益广告精品不多等ꎮ 下一步ꎬ
我部将坚持不懈狠抓 «暂行办法» 在交通运输

行业的贯彻实施ꎬ 进一步促进公益广告宣传持

续健康发展ꎮ
１ 落实规章要求ꎬ 强化责任担当ꎮ 交通运

输行业将认真落实 «暂行办法» 明确的职责分

工ꎬ 把指导好、 管理好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及相

关场站公益广告刊播活动ꎬ 作为弘扬主流价值

的一项重要任务ꎬ 进一步落实责任措施ꎬ 层层

传导压力ꎬ 加大资源投入ꎬ 把公益广告刊播活

动持续不断推向深入ꎮ
２ 加强行业管理ꎬ 建立规范流程ꎮ 着力理

顺工作机制ꎬ 探索建立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及相

关场站公益广告刊播的标准化流程ꎬ 在时机成

熟时进一步形成全行业统一归口、 统一规划、 统

一管理的交通运输行业公益广告刊播工作机制ꎮ
３ 注重宣传效果ꎬ 强化监督考核ꎮ 着眼提

高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及相关场站公益广告刊播

效果ꎬ 不断完善监督考核机制ꎬ 进一步明确和

细化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指导管理、 监督

考核职责ꎬ 确保公益广告媒介资源利用效率和

宣传效果最大化ꎮ
４ 立足行业特色ꎬ 丰富宣传主题ꎮ 用政策

手段鼓励支持全行业积极开展公益广告宣传ꎬ
指导推动全行业创作推出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

公益广告ꎬ 建立行业优秀公益广告作品库ꎬ 适

时举办行业公益广告大赛ꎬ 促进交通运输行业

公益广告多出精品ꎬ 形成特色ꎮ
５ 用好宣传阵地ꎬ 拓展宣传平台ꎮ 严格按

照 «暂行办法» 有关规定ꎬ 加强对部管报纸、
期刊、 网站公益广告发布数量与质量的监督ꎬ
拓展交通运输行业公益广告宣传平台和载体ꎬ
鼓励行业新媒体多出原创性公益广告作品ꎬ 综

合利用文字、 图片、 视频、 游戏、 动漫等多样

化手段ꎬ 实现多终端覆盖、 全方位展示ꎮ

(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刘鹏飞)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切实发挥广播电视媒体公益广告宣传的
主力军作用

广播影视系统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

加强公益广告宣传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落实六部

门联合下发的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

法» (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 要求ꎬ 自觉履

行社会责任ꎬ 切实发挥广播电视媒体公益广告

宣传主阵地、 主渠道、 主力军作用ꎮ

一、 工作的进展情况
１ 认真做好工作部署ꎮ «暂行办法» 正式

颁布实施后ꎬ 总局党组高度重视ꎬ 把贯彻落实

«暂行办法» 作为今年公益广告宣传工作的一

项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安排ꎬ 要求各地及时组织

学习培训ꎬ 把相关精神迅速传达到全系统ꎬ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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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升对公益广告宣传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

的认识ꎬ 推动在现有基础上采取更有力的举

措ꎬ 使公益广告宣传工作取得更好成效ꎮ
２ 推动精品公益广告创作生产ꎮ 专门研究

制定推进广播电视精品公益广告创作生产的具

体措施ꎮ 加大扶持力度ꎬ 将专项资金由 １０００ 万

增加到 １５００ 万元ꎬ 用于扶持优秀广播电视公益

广告创作和传播ꎮ 组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

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教育电视

台以及北京、 上海、 湖南、 江苏、 浙江等省级

电台电视台ꎬ 围绕 “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等重点题材ꎬ 创作设计一大批公益广

告精品力作ꎮ
３ 组织精品公益广告展播ꎮ 把优秀作品展

播列为今年公益广告工作的重要内容ꎮ 一是优

化升级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库ꎬ 打造集作品

汇总、 推荐分发、 上传下载、 查询统计等多种

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信息系统ꎬ 更好地向全系统

免费提供精品公益广告ꎮ 二是协调国家禁毒

办、 税务总局等部门ꎬ 对播出行业题材公益广

告的广电媒体给予补助ꎮ 三是指导中央电视

台、 广西电视台、 内蒙古电视台等播出机构ꎬ
做好广播电视公益广告的国际传播ꎬ 向世界传

递中国声音ꎮ
二、 取得的积极成效
广播影视系统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和 «暂行

办法» 规定ꎬ 持续加大投入力度ꎬ 广播电视公

益广告制作播出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局面:
１ 全系统思想认识进一步提升ꎮ 各级广播

影视行政部门和播出机构深入学习、 全面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牢记广播

电视媒体责任ꎬ 坚持把公益广告宣传作为繁荣

广播电视宣传的重要内容ꎬ 不断增强做好广播

电视公益广告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ꎬ 提高主动

性自觉性ꎬ 为推进广播电视公益广告的创作传

播发挥积极作用ꎮ
２ 公益广告宣传声势进一步增强ꎮ 近年

来ꎬ 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自觉履行媒体责

任ꎬ 积极开展公益广告宣传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各

级电台电视台共制作公益广告 ７ 万余条ꎬ 累计

播出超过 ２２００ 万条次ꎬ 总时长 ２０００ 余万分钟ꎮ
特别是今年以来ꎬ 各级电台电视台进一步加大

制播力度ꎬ 创作播出了 “中国梦” “讲文明树

新风” 等系列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ꎮ ２０１６ 年

第一季度就制作公益广告 ４ ３ 万余条、 １７ ４ 万

余分钟ꎬ 累计播出 ８６０ 余万次、 ９７０ 万余分钟ꎮ
３ 部门合作形成良性机制ꎮ 总局与国家禁

毒办、 国家安监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 全国老

龄办等部委联合开展行业题材公益广告征集展

播活动ꎬ 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ꎬ 效果很

好ꎮ 截至目前ꎬ 活动累计征集了 １０００ 余件禁毒

公益广告、 ７００ 余件税务公益广告ꎬ 以及近 ４００
件知识产权和防治艾滋病公益广告ꎬ 是近年来

相关题材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数量最为集

中、 质量也显著提升的征集活动ꎮ
４ 国际化传播取得明显成效ꎮ 在总局指导

和支持下ꎬ 法国华人电视台今年春节期间ꎬ 将

«中国字中国年» «中国年让世界相连» 等公益

广告翻译成法语持续播出 ２ 周ꎬ 每天播出 ６ 次ꎻ
韩国 ＫＢＳ、 ＭＢＣ、 ＳＢＳ 等主要媒体ꎬ 累计播出

中央电视台创作的 “孝道” 主题电视公益广告

«不苟言笑的父亲» 近 ６００ 次ꎬ 时长约 ６００ 分

钟ꎻ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在柬埔寨国家电视台每

周固定播出 «美丽中国» 等公益宣传片ꎻ 内蒙

古电台电视台在俄罗斯、 蒙古国落地的频率频

道中ꎬ 每天滚动播出数十条宣传中国梦、 文明

礼仪的公益广告ꎮ 我国优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

在法国、 韩国等国家播出后ꎬ 受到当地民众的

广泛欢迎和好评ꎮ 法国华人电视台向总局来信

表示ꎬ «中国年让世界相连» 等公益广告不仅

让生长在法国的 “华二代” 对祖国的传统文化

产生共鸣ꎬ 也让当地民众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ꎮ
三、 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在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的有力指导下ꎬ 广

播电视媒体较好地承担起了提高公民道德素

质、 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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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的责任和使命ꎬ 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宣传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ꎬ 得到了社会各界认可和肯

定ꎮ 但同时我们也还清醒地认识到ꎬ 广播电视

公益广告目前还存在认识不到位、 优秀作品数

量偏少、 政策扶持措施有待完善等问题ꎬ 需要

强化问题导向ꎬ 采取有力举措ꎬ 有针对性地予

以解决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

«暂行办法» 各项要求ꎬ 从完善体制机制、 创

新方式方法、 强化监督管理、 提高内容质量等

方面ꎬ 继续加大工作力度ꎬ 完善工作措施ꎬ 推

动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宣传工作再上台阶ꎬ 不断

提升广播电视公益广告的传播力、 影响力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媒司副司长　 戴振宇)

人民日报

当好全国平面媒体公益广告宣传的领头羊

人民日报高度重视公益广告宣传工作ꎬ 认

真贯彻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关于加强公益广告

宣传的部署要求ꎬ 在版面资源、 人才配备、 资

金使用等各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和保障ꎬ 制作刊

登了一大批优秀的平面公益广告作品ꎬ 收到了

很好的社会效果ꎬ 为全国的平面媒体公益广告

宣传作出了示范、 作出了表率ꎮ
一、 加大公益广告制作刊播力度ꎬ 形

成了广泛影响
近年来ꎬ 人民日报公益广告宣传工作扎实

推进、 成效明显、 社会反响良好ꎮ 主要做了以

下三个方面工作:
１ 严格执行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和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

称 «暂行办法» )ꎬ 全力完成刊发任务ꎮ 人民

日报按照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要求ꎬ 每年都确

保完成公益广告刊发任务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共刊发公

益广告 ９６ 幅ꎬ 设计制作送审作品 ９９ 幅ꎬ 其中

７ 幅被选为通稿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共刊发公益广告 ８０
余幅ꎬ 设计制作送审作品 ８０ 幅ꎮ «暂行办法»
施行以来ꎬ 人民日报严格执行有关规定ꎬ 今年

上半年共刊发 ４５ ５ 版ꎮ 即便在版面十分紧张的

情况下ꎬ 我们也全力保证每月刊登公益广告不

少于 ８ 个整版ꎮ
２ 加强公益广告制作中心建设ꎬ 大力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广告传播ꎮ 全国平面媒体公

益广告制作中心成立以来ꎬ 我们按要求刊发公

益广告通稿作品ꎬ 积极动员组织社会力量ꎬ 推

出一系列导向鲜明、 主题深刻、 创意精美的公

益广告作品ꎮ 通过加强全国平媒公益广告制作

中心建设ꎬ 实现公益广告组织运行常态化、 系

统化、 机制化ꎬ 有力推动了社会力量积极关

注、 参与公益广告事业ꎮ
３ 举办全国平面公益广告大赛ꎬ 取得积极

社会反响ꎮ “讲文明树新风” 全国平面公益广

告大赛是人民日报社探索公益广告作品来源多

元化、 组织创作社会化、 舆论影响规模化的重

要平台ꎬ 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ꎮ 第二届大赛联

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教育部等有关部门

共同主办ꎬ 与腾讯、 网易、 中华广告网等众多

媒体开展宣传合作ꎬ 在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落

地推广ꎬ 共征集作品 ４０００ 余件ꎬ 取得很好的社

会效益和舆论反响ꎮ
二、 及时总结公益广告工作规律ꎬ 积

累了宝贵经验
人民日报在推进公益广告宣传过程中ꎬ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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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结平面公益广告的制作刊播规律和工作经

验ꎬ 主要有三个方面ꎮ
１ 报社领导高度重视ꎮ 报社领导把公益广

告宣传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ꎬ 严格按照中宣

部、 中央文明办部署要求抓好落实ꎮ 报社主要

领导多次过问公益广告工作落实情况ꎻ 分管领

导多次对公益广告工作作出具体指示ꎬ 要求在

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ꎬ 高标准、 高要求地

完成设计和刊发任务ꎮ 由于报社领导的高度重

视、 靠前指挥ꎬ 各部门的密切协作、 全力配

合ꎬ 人民日报形成全社一盘棋、 全力支持公益

广告的浓厚氛围ꎬ 为公益广告工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提供了坚强的支持ꎮ
２ 业务部门精心组织ꎮ 广告公司建立公益

广告主要领导负责制ꎬ 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作

品质量、 抓刊发落实ꎬ 不仅满足于执行好中宣

部、 中央文明办下达的任务、 完成好 “规定动

作”ꎬ 还主动增加刊发版面、 创作优秀作品ꎬ
完成了更多的 “自选动作”ꎬ 使公益广告成为

人民日报的一道亮丽风景ꎮ 设计制作团队为了

掌握获得更多更鲜活的素材ꎬ 经常跑图书馆、
图片公司翻阅、 查找资料ꎬ 经常走出去实地拍

摄ꎮ 每设计制作出来一批公益广告ꎬ 广告公司

要进行内部评选、 集体讨论、 优中选优ꎮ 广告

公司的扎实推进、 精心实施ꎬ 为高质高效完成

公益广告任务、 不断提升质量水平奠定了坚实

基础ꎮ
３ 全力提供资源保障ꎮ 一是版面保障ꎮ 报

社领导要求一定要保障公益广告版面ꎬ 分管领

导经常亲自协调ꎬ 广告公司与总编室等部门反

复沟通ꎬ 尽可能选择好的时间和版位ꎮ 二是人

才保障ꎮ 依托全国平面媒体公益广告制作中心

组建专门团队ꎬ 在有重要制作任务时ꎬ 不管人

手有多紧张ꎬ 也一定要抽调专业技术水平好的

同志ꎬ 支援公益广告制作ꎮ 三是资金保障ꎮ 报

社每年公益广告版面的投入达到数千万元ꎬ 广

告公司为公益广告制作队伍配备专业硬件设

备、 改善工作条件ꎬ 并建立了评比奖励机制ꎬ
鼓励制作团队拿出更多好作品ꎮ 版面、 人才、
设备、 资金等支持到位ꎬ 为公益广告实现数

量、 质量全面提升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保障ꎮ
三、 科学谋划下一阶段的公益广告宣

传ꎬ 推动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人民日报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 中央文

明办关于加强公益广告宣传的部署要求ꎬ 严格

贯彻执行 «暂行办法»ꎬ 保质保量完成公益广

告宣传任务ꎬ 推动工作取得新的成绩ꎮ 一是加

强重大选题自主规划和组织实施ꎬ 不断推出更

多思想深刻、 导向鲜明、 创意独到的精品力

作ꎬ 强化中央级党报对平面公益广告宣传的示

范带头作用ꎮ 二是完善全国平媒公益广告制作

中心建设ꎬ 在资金、 人才、 硬件等方面保障到

位ꎬ 组织开展征集评选、 理论研讨、 专业培

训、 报告出版等多种活动ꎬ 提升专业制作水

平ꎬ 强化服务引领作用ꎮ 三是发挥人民日报广

告公司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ꎬ 探索建立多元

化参与的公益广告发展模式ꎬ 动员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公益广告创作传播ꎬ 推动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公益广告发展的强大合力ꎮ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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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发挥好广播公益广告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

关于加强公益广告宣传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按照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的统一部署ꎬ 根据 «公益

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的具体要求ꎬ 把强

化精品意识、 提高创意和制作水平作为进一步

做好公益广告宣传的首要任务ꎬ 着力加大创作

播出力度ꎬ 积极发挥广播公益广告的引领与导

向作用ꎬ 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ꎮ
一、 发挥声音媒体优势ꎬ 广播公益广

告刊播工作成效突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公益广告制作中心

围绕理想信念、 法治精神、 传统美德、 雷锋精

神、 文明旅游、 良好家风、 文明礼仪、 生态文

明等主题ꎬ 借鉴文艺作品创作的理念和方法ꎬ
加大投入力度ꎬ 聚集台内外尖端人力物力资

源ꎬ 以丰富多彩的声音元素描摹古老中华文明

和当代人民生活的生动图景ꎬ 探索出一条 “以
声为画” 的广播公益广告新路径ꎮ ２０１６ 年以

来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了 “我们的节

日———春节” “身边的文明” “情商课堂” “致
我们即将消逝的文化印记” 等系列精品公益广

告ꎬ 配合中宣部、 国家禁毒办等部门制作播出

“保护知识产权” “艾滋病防控” “禁毒” “征
兵” 等主题公益广告作品ꎮ 半年来公益广告共

播出总时长 ５６６８１ 分钟ꎬ 比 ２０１５ 年同期增加

２７ ７３％ꎻ 累计播出 ５８２６３ 条次ꎬ 比去年同期增

加 １４ ３４％ꎮ
我们不仅深入发掘公益广告的内涵ꎬ 更着

重拓展公益广告的外延ꎬ 力图使公益广告的作

用超越传统范畴ꎬ 使公益广告在促进民族团

结、 维护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 ５ 年制作播出

了蒙语、 藏语、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和朝鲜语

５ 个少数民族语言的公益广告ꎬ 近期我台还制

作完成了 ４０ 件 “２０１６ 年少数民族语言版本讲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ꎬ 目前已在我台维吾尔

语、 哈萨克语、 朝鲜语频率循环播出ꎬ 受到民

族地区群众的欢迎ꎬ 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ꎮ
２０１３ 年起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等

１０ 个频率开播应急主题公益广告ꎬ 共播出应急

主题公益广告 ７ 件ꎬ 安全生产公益广告 ２０ 件ꎬ
通过独特的情景设计和事件解析ꎬ 向公众传播

应急知识ꎬ 提高了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

能力ꎮ
二、 不断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ꎬ 促

进公益广告刊播工作可持续发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注重推进全台公益广告

传播制度化建设ꎬ 不断创新传播方式ꎬ 使公益

广告的社会效益最大化ꎮ 在顶层设计方面ꎬ 成

立了由台领导担任组长的 “讲文明树新风” 公

益广告工作小组ꎬ 建立了上下协调、 全台联动

的公益广告 “创———制———播” 共同体ꎬ 有效

提升了管理效率ꎮ 在管理制度方面ꎬ 加强对规

划、 预算、 征集、 制作、 播出、 奖励等环节的

统筹ꎬ 引入第三方公益广告监播机制ꎬ 对人、
财、 物的使用予以有效把关ꎬ 成功建立起一套

全链条、 全覆盖、 以效果为导向的公益广告管

理长效机制ꎮ 在资金投入方面ꎬ 设立公益广告

专项制作经费ꎬ 保障公益广告制作刊播可持续

发展ꎬ 将公益广告专项资金纳入年度预算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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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台开展大规模、 可持续的公益广告作品征

集、 创作、 制作提供了坚实保障ꎬ 使每一分钱

都用在提升公益广告宣传实效上ꎮ 在组织策划

方面ꎬ 超前部署ꎬ 定期策划ꎬ 创新方式ꎬ 利用

了集中创作、 定向征集、 “高级定制” 等模式ꎬ
有力保证了作品的数量稳定和质量提升ꎮ 在作

品传播方面ꎬ 充分利用自有传播平台ꎬ 在十几

个广播频率持续推出新作品、 循环展播老作

品ꎬ 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ꎬ 努力建立中国广播

公益传播第一品牌ꎮ 在人才培养方面ꎬ 在中央

文明办和总局的大力扶持下ꎬ 以广告部工作人

员为核心ꎬ 不断汇聚台内外创意力量ꎬ 培养和

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公益广告管理和创作人才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公益广告传播活动响

应国家号召、 反映社会关切、 产生了令人瞩目

的社会价值和品牌影响力ꎮ «我们的节日———
春节» «留住手艺» 等系列作品以中华民族的

共同情感、 共同记忆为主线ꎬ 深入浅出ꎬ 催发

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感ꎻ «文明乘机» «文明之

门» 等 “身边的文明” 系列作品ꎬ 注重文明观

念的落实ꎻ «生活不需要法官» «孩子你慢慢

来» 等作品则深入生活ꎬ 暖人心田ꎬ 引人向

善ꎮ 这些优秀公益广告作品ꎬ 经过国家级广播

电台广覆盖、 多平台、 高频次的传播ꎬ 使公益

和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ꎮ
三、 发挥行业引领作用ꎬ 公益广告宣

传再上新台阶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制作中心通过头脑风暴和作品策划会ꎬ 制定了

下半年的公益广告工作方案ꎮ 一是继续以出精

品、 谋创新作为核心理念ꎬ 聚集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公益广告宣传ꎮ 目前ꎬ 中央台公益广告制

作中心已经从 ７ 个人发展成为超过 ３０ 人的综合

性团队ꎬ 目标是完成中央文明办、 广电总局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２０１６ 年精品创作的各项工作

要求ꎮ 二是通过到知名制作公司考察调研ꎬ 向

社会购买服务ꎬ 吸纳有能力、 有公益心的社会

公司参与公益广告制作ꎮ 三是对中国扶贫基金

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进行实地

调研学习ꎬ 将各大基金会有影响力的公益活动

与我台的平台优势结合ꎬ 以公益广告倡导公众

参与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ꎬ 推动形成人人做公

益、 用行动改变未来的社会风尚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姜海涛)

中央电视台

用公益广告弘扬主流价值　 传播中国文化

中央电视台始终坚持国家媒体的社会责

任ꎬ 在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的领导与支持下ꎬ 紧密围绕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加大公益广告的制

播力度ꎬ 通过主题多样、 形态各异、 打动人心

的优秀作品ꎬ 弘扬社会主流价值ꎬ 倡导文明

新风ꎮ

一、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中央电视台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

重大战略部署ꎬ 把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作为基

本职责ꎬ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ꎬ 积极筹备、 策

划、 制作相应主题公益广告ꎬ 充分发挥了新闻

媒体传播主流价值理念和文明风尚的主渠道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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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ꎬ “九三阅兵” 前夕ꎬ 中央电视台

创作了 «忠义老兵» «长城谣» 等 １０ 支抗战主

题公益广告ꎮ ９ 月 ３ 日阅兵活动当天ꎬ 抗战主

题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各频道播出达到 ７００
余次ꎬ 总时长超过 ６ 个小时ꎮ 在中宣部和中央

文明办的支持下ꎬ １０ 支抗战主题公益广告登录

北京电视台各频道以及北广传媒移动电视、 城

市电视、 地铁电视约 ５ 万个终端ꎬ 每天滚动播

出ꎬ 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ꎮ
今年 “七一” 前夕ꎬ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９５ 周年ꎬ 我们创作了 «灯光投影篇» 和

«我是谁» 等公益广告ꎬ 在全台各频道密集排

播ꎬ 取得良好播出效果ꎮ 其中ꎬ «灯光投影篇»
采用独特的表现手法和新颖的视觉设计ꎬ 深刻

诠释了 “党的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 的精神

境界ꎻ «我是谁» 立意身边平凡的人和事ꎬ 用

温暖朴实的镜头语言传递出 “我是中国共产

党ꎬ 始终和你在一起” 以及 “９５ 年ꎬ 初心未

变” 的精神主旨ꎬ 触动亿万观众ꎬ 引发社会各

界广泛好评ꎮ
二、 提高作品质量ꎬ 加大播出力度
中央电视台持续提升公益广告创作品质ꎬ

拓宽传播渠道ꎬ 创新传播方式ꎬ 实现公益广告

社会效益最大化ꎮ
２０１１ 年至今ꎬ 中央电视台共计制作和播出

公益广告近 ８００ 支ꎬ 总频次达到 １１０ 万次ꎬ 总

时长超过 ７５００ 小时ꎬ 折合商业价值超百亿元人

民币ꎮ 其中一些作品荣获法国戛纳国际创意节

影视类铜狮奖和亚洲最佳公益微电影海棠奖等

８５ 项国际国内专业奖项ꎬ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力ꎬ 获得国内外受众的认可与好评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央视猴年春晚公益广告项目

正式启动ꎮ 台领导亲自挂帅ꎬ 成立专项工作团

队全程负责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面对海内外展开创意征集ꎮ 在 ４ 个月的时间里ꎬ
工作团队与 ３４ 家国内外广告创意公司深入沟

通ꎬ 组织 ３ 轮创意比稿ꎬ 召开 ２０ 余次创意研讨

会ꎬ 最终从 １７９ 篇创意文案中选出 ４ 件入围作

品ꎮ 这 ４ 支公益广告延续了高标准、 严要求的

风格ꎬ 从不同视角传递了浓浓的团圆亲情ꎬ 展

示了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ꎬ 引发海内外亿万华

人观众的广泛共鸣ꎮ 同年ꎬ 中央电视台成功举

办了第二届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ꎮ 大赛历时

近 ８ 个月ꎬ 走进全国 ６ 所高校ꎬ 公益之风席卷

中华大地ꎬ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ꎬ 进一步树

立了央视公益广告的品牌形象ꎮ
三、 开展国际合作ꎬ 传播中国声音
２０１５ 年ꎬ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讲好

中国故事ꎬ 传播好中国声音” 的重要讲话精

神ꎬ 根据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走
出去” 的战略要求ꎬ 中央电视台与韩国放送通

信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ꎬ 联手创作两支

“孝道” 主题公益广告ꎬ 并在春节前通过中央

电视台及韩国 ＫＢＳ、 ＭＢＣ、 ＳＢＳ 等 ２００ 多个频

道联合冠名同步播出ꎮ 此次合作ꎬ 彰显了中央

电视台作为国家媒体ꎬ 践行 “连接中外ꎬ 沟通

世界” 的职责与担当ꎮ
四、 探索建立联盟ꎬ 提升发展后劲
为不断提升公益广告制作水平ꎬ 今年 ２ 月ꎬ

中央电视台与北京广告协会联合发起组建 “中
国公益广告联盟”ꎬ 贯彻落实 «公益广告促进

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平台ꎬ
借鉴国外先进公益广告管理模式ꎬ 通过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的融合等方式ꎬ 共同创建新型中国

公益广告创意传播途径ꎬ 为公益广告持续发展

汇集强大动力、 创造良好条件ꎮ
五、 持续加大力度ꎬ 提升工作水平
中央电视台将紧紧围绕宣传党和国家决策

部署和方针政策ꎬ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宣部、 中

央文明办和广电总局的指示要求ꎬ 把握主题ꎬ
提升品质ꎬ 不断创新ꎬ 全力推进公益广告宣传

工作ꎮ
１ 精选公益广告主题ꎮ 中央电视台围绕重

点工作ꎬ 拟定了 ２０ 余个创作主题ꎬ 其中包含

“纪念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十三五规划” 等重

点宣传主题ꎬ 涵盖 “关爱艾滋病儿童” “网络

安全” “金融安全” “关注抑郁症” “器官捐

献” 等国际性话题ꎬ 既凸显国家重大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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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ꎬ 也贴近社会热点、 关注民生ꎮ
２ 拓宽创作领域ꎮ 进一步提升 “全国影视

公益广告制作中心” 的引领作用ꎬ 整合台内外

资源ꎬ 筹备策划 “公益大电影” 项目ꎮ 这是中

央电视台首次涉足电影领域ꎬ 并以 “公益” 为

核心理念ꎬ 传递温情正能量ꎬ 传播文明新

风尚ꎮ
３ 做好播出宣传ꎮ 围绕 “三重一大”ꎬ 即

重大社会话题、 重要主题宣传、 重点宣传季和

“大日子” 的传播要求ꎬ 有针对性地制定特殊

编排方案ꎬ 提升传播效果ꎮ 以电视端播出为

主ꎬ 广泛利用新媒体渠道ꎬ 打造公益广告的全

方位立体化宣传体系ꎬ 力争做到宣传无死角、
传播全覆盖ꎮ

(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　 朱彤)

山东省

长抓不懈　 持续发力
不断提高公益广告宣传水平

山东省按照中央文明办的安排部署ꎬ 将公

益广告宣传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群众文明素质的重

要载体ꎬ 坚持力度不减、 创新不断ꎬ 狠抓工作

落实ꎬ 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ꎮ 主要做法有五个

方面ꎮ
一、 周密部署ꎬ 强化顶层设计
做好公益广告宣传工作ꎬ 顶层设计至关重

要ꎮ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后ꎬ
我省高度重视、 立即跟进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

明办会同外宣办、 网信办、 通信管理局、 工商

局、 新闻出版广电局等部门ꎬ 制定下发实施方

案ꎬ 全面进行工作部署ꎻ 召开专题推进会、 座

谈会ꎬ 研究推进公益广告宣传工作ꎻ 建立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ꎬ 持续加强全省公益广告宣传工

作的安排部署、 统筹协调、 组织实施和督促落

实ꎮ 大众报业集团、 山东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单

位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组织专门力

量ꎬ 制定工作计划ꎬ 加大刊播力度ꎬ 完善长效

机制ꎬ 大力推进公益广告宣传ꎮ 各地普遍发挥

公益广告宣传工作领导机构作用ꎬ 制定了本地

公益广告宣传方案和刊播计划ꎬ 进一步分解细

化任务分工ꎬ 明确工作标准ꎬ 落实主体责任ꎬ
确保了公益广告宣传工作有序推进ꎮ

二、 突出主题ꎬ 提高创作水平
公益广告是传播价值观、 弘扬正能量的重

要手段ꎬ 必须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艺术的表现

力和广泛的吸引力ꎬ 创意制作是决定性因素ꎮ
对此ꎬ 我们着力抓了四项工作ꎮ

１ 确立创作导向ꎮ 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 “中国梦” 宣传教育、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ꎬ 突出思想道德内涵ꎬ 注重思

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的有机统一ꎬ 推出一大

批优秀公益广告作品ꎮ
２ 建好创作基地ꎮ 省文明办依托大众报业

集团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两个平面公益广

告创作基地ꎬ 委托山东广播电视台成立音视频

公益广告创作基地ꎬ 整合专业力量和优质资

源ꎬ 集中进行作品创作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

办专门拿出专项资金予以支持ꎮ 各基地围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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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广告宣传重点选题ꎬ 结合 “美德山东、 文明

山东、 诚信山东” 建设、 “乡村文明行动” “学
雷锋做山东好人” 活动等山东特色重大主题活

动ꎬ 设计制作高水平公益广告ꎬ 受到了社会广

泛好评ꎮ
３ 突出民俗特色ꎮ 结合本地特色文化ꎬ 组

织民间艺人和专家创作公益广告ꎮ 济南市专门

成立公益广告设计制作中心ꎬ 把泉城特色、 文

化元素融入创意细节中ꎬ 制作发布公益广告数

百件ꎬ 深受市民群众的喜爱ꎮ 潍坊市以传统陶

艺、 年画、 剪纸等艺术形式创作的 ５５ 幅公益广

告作品ꎬ 作为通稿在全国各地刊载使用ꎮ
４ 搞好评选活动ꎮ 开展公益广告作品征集

评选展示活动ꎬ 组织设计大赛ꎬ 发掘公益广告

精品ꎬ 激发社会各界创作热情ꎮ 全省上下借助

多方面资源加强创作ꎬ 使公益广告活起来、 美

起来ꎬ 让市民群众耳目一新、 百看不厌ꎮ
三、 多措并举ꎬ 持续大力刊播
坚持传统方式与创新手段相结合、 媒体宣

传与社会宣传相结合ꎬ 形成了多层次、 全方

位、 广覆盖的宣传格局ꎮ
１ 狠抓媒体刊播ꎮ 充分运用党报党刊、 广

播电视、 重点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ꎬ 拿出重要

版面、 黄金时段、 显著位置持续刊播ꎬ 保证篇

幅、 时长、 频次ꎮ 上半年ꎬ 全省各级各类报纸

共刊登公益广告 １６８４ 版ꎬ 广播电台播出 ２５ 万

多分钟ꎬ 电视台播出近 ２２ 万分钟ꎬ 重点网站公

益广告点击量达 ２ ５ 亿余次ꎻ 电信、 移动、 联

通等手机运营商累计发送公益广告短信 ７ １ 亿

余条ꎮ
２ 抓好户外刊播ꎮ 各地不断加强建筑围

挡、 公园广场等户外公益广告宣传ꎬ 刊载密度

和面积不断扩大ꎮ 全省建筑工地围挡和公园广

场公益广告面积分别达 １３８ 万多平方米和 ３７６

万多平方米ꎮ 威海市在 １０ 个大型公园广场ꎬ 制

作推出价值观主题花卉、 景观造型和雕塑ꎮ 各

地在车站机场、 商场宾馆、 交通路口安装大型

公益广告牌ꎬ 公益广告随处可见ꎮ
３ 加强网上刊播ꎮ 我们通过美德山东网、

山东志愿服务网、 “文明山东” 手机客户端、
联动刊播公益广告ꎬ 形成了网络传播矩阵ꎮ 青

岛市在媒体以及各级文明单位的官方微博微信

上定期推送公益广告ꎬ 吸引了 ２８０ 余万人的粉

丝群ꎮ
四、 完善机制ꎬ 强化督导考核
为促进各地公益广告宣传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ꎬ 我省探索建立了常态长效的科学运行

机制ꎮ
１ 建立定期通报制度ꎮ 坚持每月由各市统

计本地媒体刊播情况ꎬ 省文明办汇总媒体刊播

公益广告情况ꎬ 进行研究分析ꎬ 每季度进行

通报ꎮ
２ 建立日常督查机制ꎮ 省文明办强化督

导ꎬ 对各地公益广告宣传报表进行随机抽查核

实ꎬ 对未完成任务的媒体通报批评ꎬ 对未完成

任务的城市责令整改ꎮ
３ 建立考核评价机制ꎮ 把公益广告宣传纳

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评范畴ꎬ 作为文明城

市、 文明县 (市、 区)、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测评重点指标ꎬ 赋予较高权重ꎬ 严格进行考

核ꎬ 充分调动各地各单位积极性ꎮ 省工商局、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省通信管理局、 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等部门结合行业实际ꎬ 把公益广告

宣传纳入工作指导范围和管理标准ꎬ 加强对所

监管媒体媒介及相关单位的监督考评ꎮ

(山东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王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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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用公益广告弘扬正能量、 扮靓大中原

河南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认真贯彻中

央部署ꎬ 以鲜明的导向、 精美的制作、 大力

度的传播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地做到老百姓身边、 老百姓心里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刘奇葆同志亲莅河南视察ꎬ
充分肯定河南坚持理论宣传、 舆论宣传、 文

艺宣传、 社会宣传四管齐下ꎬ 推动核心价值

观在中原大地植根生长的做法ꎬ 强调要坚持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互动、 深入挖掘顺应

当代需求的优秀传统文化ꎬ 进一步运用公益

广告形式体现中国特色的、 积极的、 先进的

价值观ꎮ
一、 党委真重视、 财政真投入ꎬ 把强

有力的领导机制建起来
公益广告不像商业广告能够直接产生经

济效益ꎬ 没有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没有各

级财政的支持投入ꎬ 很难实现全面覆盖、 遍

地开花的宣传效果ꎮ 省委主要领导亲自部署ꎬ
先后在郑州、 洛阳、 濮阳、 漯河、 济源多个

地市召开现场会、 座谈会ꎬ 研究公益广告宣

传ꎬ 推动基层以点带面抓好落实ꎮ 省委宣传

部、 省文明办建立 “双牵头” 督导机制ꎬ 将

公益广告宣传分别纳入文明河南建设和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考评ꎬ 督促全省各级各类媒体媒介

严格落实刊播任务ꎮ 省教育厅、 住建厅、 旅游

局等部门专门下发文件ꎬ 对本行业、 本系统公

益广告宣传提出明确要求ꎮ 各级党委政府、 新

闻单位对公益广告宣传真心投入ꎬ 拿出专项资

金建设高标准、 高质量的实体类、 景观类宣传

阵地ꎬ 推动公益广告提档升级ꎮ 河南日报把公

益广告覆盖到全部电子阅报屏、 户外阅报栏ꎬ
各地也建设了一批富有特色的公益广告宣传

阵地ꎮ
二、 社会广发动、 上下齐参与ꎬ 把不

断线的征集渠道建起来
只有群众想看爱看ꎬ 公益广告才能起到

鼓舞人、 教育人、 引导人的作用ꎮ 河南省采

取集中创作、 委托设计、 公开征集三种方式ꎬ
不断丰富公益广告作品库ꎮ 集中创作就是用

好省属文化机构和主流媒体力量ꎬ 围绕重大

活动、 重大题材进行集中设计和制作ꎮ 如我

们推出的 “文明河南” “焦裕禄精神” “中原

传统文化” 等系列公益广告ꎬ 高度契合时代

精神ꎬ 具有鲜明价值导向ꎮ 委托设计就是依

托艺术院校和设计团队ꎬ 围绕道德规范、 诚

信建设、 志愿服务等主题创作系列作品ꎮ 目

前已委托设计 １４ 批次ꎬ 推出的文明旅游、 文

明交通、 文明行为规范等漫画形式系列作品ꎬ
生动直观、 很受群众欢迎ꎮ 公开征集就是发

挥社会群众的创造性ꎬ 长期开展有奖征集ꎬ
每年组织一次集中评奖ꎬ 不断推出优秀作品ꎮ
三年来ꎬ 全省累计征集公益广告作品 １２０００
多幅ꎬ 参与人数达 ４０００ 多人次ꎮ 其中ꎬ 舞阳

１００ 多幅农民画入选全国通稿ꎬ 受到中宣部和

中央文明办表扬ꎮ 河南电视台 «勤俭节约»
«低碳出行» 等一批优秀公益广告获得国际国

内广告大奖ꎮ
三、 融合促互动、 奖惩促落实ꎬ 把常

态化的刊播制度建起来
河南省以贯彻新修订的 «广告法» 和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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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为重点ꎬ 以奖励

先进和惩戒落后为手段ꎬ 不断强化大众传媒依

法依规刊播公益广告的责任和义务ꎮ
１ 发挥河南融媒体优势ꎮ 注重新老媒体在

公益广告宣传中的融合互动ꎬ 实现主流媒体刊

播力度与网络媒体传播广度有机结合ꎮ 每幅公

益广告一经主流媒体刊发ꎬ 就会同步刊播到全

省各种报纸、 电视、 互联网媒体和官方微博及

手机 ＡＰＰ、 微信客户端ꎬ 特别是在道德模范评

选等重大活动和七一、 十一等重要节点ꎬ 更是

做到全省上下集中刊播一个主题、 唱响一个

声音ꎮ
２ 发挥基层主阵地作用ꎮ 立足河南农业大

省实际ꎬ 把公益广告宣传与基层文化阵地建

设、 中原文化大舞台建设、 家风文化建设等结

合起来ꎬ 把主流价值理念融入学校课堂、 文化

大院ꎬ 嵌入春联、 台历、 歌谣、 家训ꎬ 让老百

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熏陶ꎮ
３ 发挥职能部门监管作用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ꎬ 实行多部门

联合监管、 联合奖惩ꎮ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

工商局把公益广告宣传列入重点监管范围ꎬ 运

用新监测技术手段督促媒体落实刊播要求ꎻ 省

住建厅、 省旅游局把公益广告宣传纳入建筑企

业、 酒店宾馆、 景区公园考核内容ꎬ 奖优罚

劣ꎻ 省委宣传部每年都拿出专项资金ꎬ 大力度

奖励先进地市和新闻单位ꎬ 不断调动刊播主体

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ꎮ
四、 探索新方式、 扩大影响力ꎬ 把生

活化的传播方式建起来
河南省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进行了一系列大

胆探索ꎮ 一是在全国率先举办公益广告传播

盛典ꎬ 通过优秀作品展示、 创作感悟交流、
专家分析点评等方式ꎬ 提升公益广告影响力

传播力ꎮ 二是在全省各地建设公益广告主题

公园、 广场、 街道ꎬ 注重与城市环境相协调、
与城市文化相融合ꎬ 成为城乡一道亮丽风景ꎮ
三是启动 “寻找我身边的公益广告” 活动ꎬ
通过新浪网、 大河网和文明河南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ꎬ 邀请广大网友阅读品评公益广

告ꎬ 吸引受众广泛关注ꎬ 网络参与量达 １９５０
万人次ꎮ

(河南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张曼如)

四川省绵阳市

让公益广告成为文明城市的亮丽名片

２０１１ 年ꎬ 绵阳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称

号ꎮ 多年来ꎬ 绵阳高标准、 严要求推进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ꎬ 特别是把公益广告宣传作为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ꎬ 作为

传播文明新风、 弘扬社会正气的有效手段ꎬ 使

公益广告成为展示绵阳全国文明城市形象的亮

丽名片ꎮ

　 　 一、 认识有高度ꎬ 坚持传播主流价值

的重要导向
绵阳市委市政府、 市文明委高度重视公益

广告宣传ꎮ 一是把公益广告作为传播党和国家

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手段ꎮ 紧紧围绕学习宣传

贯彻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ꎬ 制作刊播专题公

益广告ꎬ 用温暖朴实的语言和独具匠心的创意

进行宣传解读ꎬ 拉近百姓与党的距离ꎬ 增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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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ꎮ 二是把公益广告作

为宣传中国梦传递正能量的重要平台ꎮ 围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 美丽

中国等主题设计创作公益广告作品ꎬ 运用各类

媒体和各种媒介广泛刊播ꎬ 营造了向上向善的

浓厚氛围ꎮ 三是把公益广告作为强化舆论阵地

的重要途径ꎮ 组织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ꎬ 积极

创作、 发布、 转发公益广告ꎬ ５ 年来累计发布、
转发公益广告链接 １１００ 余万条ꎮ 四是把公益广

告作为鼓舞人民建设幸福美丽绵阳的重要抓

手ꎮ 围绕建设国家科技城和幸福美丽绵阳ꎬ 开

展全方位、 多视角、 高密度、 常态化的公益广

告宣传ꎬ 塑造 “团结奋进、 自强争先、 创新实

干、 富民兴绵” 的城市精神ꎬ 凝聚绵阳人民建

设幸福美丽绵阳的强大力量ꎮ
二、 传播有力度ꎬ 把握全方位立体化

的宣传格局
绵阳市紧紧把握全方位立体化大宣传格

局ꎬ 创新宣传理念ꎬ 开辟传播途径ꎬ 做好公益

广告的宣传投放和刊播展示ꎮ 一是加强社会宣

传ꎬ 确保公益广告 “处处见”ꎮ 在户外广告牌、
宣传橱窗、 公交站台、 宣传栏、 建筑围挡、 公

园广场等各种场所广泛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ꎬ 建

设公益广告主题公园广场 ２４ 个ꎬ 改造大型路铭

牌公益广告 ３６０ 块ꎬ 设置公益广告宣传橱窗专

栏 １２００ 个ꎬ 全市户外公益广告覆盖率长期保持

在 ３５％以上ꎮ 二是加强传统媒体宣传ꎬ 确保公

益广告 “天天见”ꎮ 在主流媒体常态化开展公

益广告宣传ꎬ 将公益广告纳入黄金时段、 主要

版面刊播计划ꎬ 开展全方位、 多视角、 高密

度、 常态化的宣传ꎬ 营造出持续集中、 高潮迭

起的舆论氛围ꎮ 三是加强新媒体宣传ꎬ 确保公

益广告 “时时见”ꎮ 在市级重点新闻网站和党

政部门重点门户网站首页位置开设专题专栏展

播公益广告ꎬ 利用微信、 微博、 手机客户端ꎬ
针对不同时段和不同受众ꎬ 精准推送各类主题

公益广告 ５ 万余条次ꎬ 形成全媒体覆盖的良好

态势ꎮ

　 　 三、 创作有特色ꎬ 深挖地方历史传统

的文化资源
注重结合绵阳实际ꎬ 深挖绵阳文化资源潜

力ꎬ 设计制作具有地域特色的公益广告作品ꎮ
一是结合地方历史文化丰富公益广告的创作源

泉ꎮ 大力挖掘地方文化内涵ꎬ 围绕李白文化、
文昌文化、 国防科工文化等地域文化ꎬ 制作剪

纸 １０ 万套 (张)、 主题年画 ３０ 万套 (张)ꎬ 向

基层广泛发放ꎮ 二是依托地方人才资源扩大公

益广告的创作队伍ꎮ 发挥传统民间艺术人才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积极性ꎬ 调动政府和

民间的各种力量投入到公益广告创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面向全市征集平面类公益广告 ４０ 幅、 广播

类公益广告 ２０ 条、 影视类公益广告 ３０ 条、 网

络类公益广告 １０ 条ꎮ 三是依托各级各类赛事增

强公益广告的创作动力ꎮ 连续举办 “讲文明树

新风” 公益广告大赛ꎬ 得到了各级各部门及社

会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和广泛参与ꎮ 推送优秀

公益广告参与各级赛事评比ꎬ 多幅作品分获中

国公益广告黄河奖铜奖、 优秀奖、 入围奖ꎮ
四、 制度有保障ꎬ 创新机制体制建设

的有效手段
不断健全完善规章制度ꎬ 推动形成常态长

效的工作机制ꎬ 实现公益广告宣传的可持续发

展ꎮ 一是建立常态工作机制ꎮ 加强对公益广告

宣传的总体安排、 统筹协调、 组织实施和督促

落实ꎬ 设置公益广告宣传领导小组和专职联络

员ꎬ 并把责任落实到处室ꎬ 落实到人ꎮ 全市定

期开展公益广告督查ꎬ 对宣传不到位、 公益广

告破损褪色等问题ꎬ 及时通知有关方面进行整

改ꎬ 确保公益广告的宣传效果ꎮ 二是建立定期

通报制度ꎮ 要求各县 (市、 区)、 市级有关部

门都设置 １ 名联络员ꎬ 每月向市公益广告领导

小组办公室报送刊播完成情况和刊播计划书ꎮ
市里每季度召开一次公益广告联席会议ꎬ 通报

各媒体媒介公益广告刊播情况ꎬ 对做得好的单

位给予通报表彰ꎬ 对没有完成任务、 工作滞后

的单位提出整改意见ꎮ 三是建立督导考核机

制ꎮ 将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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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纳入全市目标考核ꎮ 市委宣传部、 市外宣办、
市经信委分别负责对不同类型的公益广告宣传

进行督导考核ꎬ 领导小组办公室月底汇总全市

公益广告刊播情况ꎬ 并在全市进行通报ꎮ 四是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ꎮ 将公益广告宣传纳入文明

行业、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创建内

容ꎮ 市财政拨付公益广告宣传活动专项经费ꎬ

用于公益广告宣传活动的组织发动和考核工

作ꎮ 市工商局还与市委宣传部共同研究制定了

支持全市广告企业刊播公益广告的补偿奖励

办法ꎮ

(四川省绵阳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市文明委副主任　 张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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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少年宫推进会

中共绵阳市委　 绵阳市人民政府

切实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作用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绵阳是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建设的科技

城ꎬ 并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文明城市、 全

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ꎮ 这些

荣誉是 ５４８ 万绵阳人民引以为荣、 极为看重的

城市品牌ꎮ 绵阳的发展ꎬ 是全国发展的缩影ꎬ
既有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区ꎬ 也有发展滞后的农

村地区ꎬ 全市 ９４ 万未成年人中ꎬ 有近 ５７ 万在

农村ꎬ 农村留守儿童超过 １０ 万ꎮ 绵阳自觉把未

成年人工作摆在国家科技城和幸福美丽绵阳建

设的全局位置来谋划ꎬ 把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

龙头项目来推进ꎬ 作为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的重要举措来实施ꎮ ２０１１ 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乡

村和城市学校少年宫项目全覆盖ꎬ ２０１３ 年起实

行分类建设、 提档升级ꎬ 计划 “十三五” 期间

７２６ 所学校少年宫全部达到 “基础条件好、 活

动项目多、 美誉程度高” 的建设标准ꎮ 我们的

主要做法是:
一、 自加压力ꎬ 率先实现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全覆盖
建好乡村学校少年宫既是中央文明委和四

川省文明委的统一要求ꎬ 也是绵阳自加压力、
自觉担当的谋远之举ꎮ 三方面因素促使我们加

大了建设力度ꎮ 首先ꎬ 绵阳是 “５１２” 汶川

特大地震极重灾区ꎬ 灾后重建让农村学校硬件

设施极大提升ꎬ 但学校文化建设、 校园文明建

设、 学生道德建设等相对滞后ꎮ 此时ꎬ 中央文

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启动的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 “恰逢其时”ꎬ 这一接地气的 “民生工

程”ꎬ 一定程度弥补了学校发展的 “短板”ꎬ 适

应了绵阳市要求学校同步提升软件建设的需

求ꎮ 其次ꎬ 绵阳是西部教育强市ꎬ 理应在素质

教育上更有作为、 更有创新、 更有成效ꎬ 乡村

学校少年宫使课堂育人和活动育人有机结合ꎬ
适应了素质教育发展的需求ꎮ 最后ꎬ 绵阳是国

家科技城ꎬ 亟须一大批富有创新意识、 实践能

力和工匠精神的后起之秀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为

孩子们参与实践、 学习技能提供了阵地ꎬ 成为

孩子们动手动脑的 “练兵场”ꎮ 市委市政府抓

住中央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有利契机ꎬ
顺势而为、 强力推进ꎬ 仅用 １ 年时间就建成乡

村学校少年宫 ５８３ 所ꎬ 并同步建成城市学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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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宫 １４３ 所ꎬ 率先在全国实现城乡学校少年宫

全覆盖ꎮ
二、 内添动力ꎬ 持续增强乡村学校少

年宫发展活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要持续发展ꎬ 需要同

时调动学校、 教师、 学生三方面的积极性ꎮ 首

先ꎬ 学校是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的主体ꎬ
也是建好项目的关键ꎮ 为打消部分学校担心开

展过多课外活动影响教学的实际ꎬ 教育部门专

门成立课题组ꎬ 跟踪分析乡村学校少年宫对学

校的影响ꎬ 发现开设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学校学

生更有潜力ꎬ 活动丰富的学校学生成绩更容易

提高ꎮ 这一结论激发起了校长们办好乡村学校

少年宫的热情ꎮ 既让课堂教学有序ꎬ 也让课外

活动丰富ꎬ 成为学校和校长自觉追求的指标ꎮ
其次ꎬ 教师是乡村学校少年宫有效管理的主

导ꎬ 也是增强项目发展动力的所在ꎮ 学校积极

组织教师参加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辅导活动ꎬ 既

为教师展示才能、 发挥专长提供了平台ꎬ 也使

师生关系更加融洽、 师生沟通更加顺畅、 师生

情谊更加深厚ꎮ 同时ꎬ 市县区财政安排资金ꎬ
专门用于教师兼职辅导员的课时补助ꎬ 并对作

出重要贡献的给予表彰奖励ꎬ 从 “内因” 和

“外因” 上激活了老师参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的热情ꎮ 最后ꎬ 学生是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参

与者ꎬ 也是最大受益者ꎮ 为调动学生的参与积

极性ꎬ 我们指导乡村学校少年宫因地制宜、 就

地取材ꎬ 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ꎬ 形成不同

的活动品牌ꎻ 鼓励学校根据学生兴趣爱好ꎬ 定

期更换创新活动项目ꎬ 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ꎻ
连续 ５ 年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ꎬ 连续举办五

届乡村 (城市) 学校少年宫成果展ꎬ 展示少年

宫学生的技艺才能ꎮ 广大学生踊跃参与ꎬ 展出

品 １ ２ 万余件ꎬ 大量作品被市民、 企事业单位

现场认购ꎬ 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创新创造的热

情ꎬ 进一步增添了学校少年宫的生机和活力ꎮ
三、 保障给力ꎬ 全面实现乡村学校少

年宫运行常态化
完善体制机制ꎬ 建强师资队伍ꎬ 加大资金

投入ꎬ 为少年宫常态运转提供必要保障ꎮ 一是

强化组织保障ꎮ 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纳

入目标绩效考核ꎬ 作为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评

选和学校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ꎮ 制定少年宫建

设管理办法等制度ꎬ 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管

理纳入制度化轨道ꎮ 市级领导每人联系一个乡

村学校少年宫ꎬ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ꎮ 每年组织

至少 ２ 次督查和 １ 次评比ꎬ 以查促整改、 以绩

定奖惩ꎬ 评出市级 “十佳学校少年宫” ５０ 所、
“十佳学校少年宫主任” ８０ 名、 “优秀学校少

年宫辅导员” １２０ 名ꎮ 二是强化师资保障ꎮ 一

方面ꎬ 组织学校教师全员参与乡村学校少年宫

辅导活动ꎬ 确保每项活动有一两名辅导教师ꎮ
另一方面ꎬ 招募结对共建单位文体骨干、 高校

师生、 民间艺人、 “五老” 人员等担任志愿者

辅导员ꎬ 开展义务辅导ꎮ 目前ꎬ 全市有专兼职

校内外辅导员 １ ５ 万余人ꎬ 其中志愿者辅导员

７６００ 余人ꎮ 定期开展辅导员培训ꎬ 已举办培训

班 １０５ 期ꎬ 培训辅导员 ４５００ 余人次ꎮ 三是强化

资金保障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累计获得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 ２９４５ 万元ꎬ 建成示范项目 １０３ 个ꎮ 自

２０１３ 年起ꎬ 县财政按每个少年宫每年 ３ 万元的

标准落实运行经费ꎬ 市财政按总额的 １５％安排

专项资金ꎬ 用于市级示范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和 “以奖代补” 方式对优秀乡村学校少年宫进

行补助ꎮ
四、 社会协力ꎬ 积极构建乡村学校少

年宫共建大格局
采取共建、 冠名、 挂牌等方式ꎬ 吸纳在绵

阳企事业单位、 市民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ꎮ 一是结对共建ꎮ 自 ２０１０ 年

起ꎬ 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ꎬ 组织 ４５２ 个市级

以上文明单位与乡村学校少年宫结对共建ꎮ ５
年来ꎬ 各级文明单位累计捐赠资金 ２６００ 余万

元、 设备 １６ ３ 万余套 (件)ꎮ 推行市县青少年

活动中心与乡村学校少年宫 “手拉手” 抱团运

作ꎬ 为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示范和业务指导

６００ 余场次ꎬ 培养专业辅导员 １３６０ 余人ꎮ 二是

社会捐建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在孩子受益、 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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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的同时ꎬ 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ꎬ
很多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 倾

情支持ꎮ 目前ꎬ 全市有近 １２０ 名爱心人士和 ３５
家爱心企业捐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捐建资

金 ８００ 余万元ꎮ 三是挂牌合建ꎮ 结合 “三基地

一窗口” 建设ꎬ 依托本地科研院所、 企业、 科

技馆、 博物馆等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实践活动

基地 １０６ 个ꎬ 组织学生到长虹开展电器简易拆

装、 趣味电路组装、 动漫作品绘制等技能培

训ꎬ 到农业种植园识别植物的类别、 生长习

性ꎬ 到气象实践基地了解气候的变化和对生产

生活的影响ꎬ 从小就为孩子播下科学的种子ꎮ
实践证明ꎬ 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是促进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善行义举ꎬ 是一项看得

见、 摸得着的德政工程ꎮ 我们一定认真落实这

次会议精神ꎬ 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ꎬ 进一步

提高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使用、 管理水平ꎬ
让乡村学校少年宫更好地造福广大少年儿童ꎬ
让广大未成年人切身感受到幸福绵阳触手

可及ꎮ

陕西省文明办

创新工作方式　 实现常态监管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健康发展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实施五年来ꎬ 陕西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

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工作部署ꎬ 严把项目选

址、 器材采购、 场地修缮、 运转补贴使用等几

个重点环节ꎬ 创新管理思路和手段ꎬ 切实发挥

乡村学校少年宫以乐促智、 以技促能、 以德育

人的作用ꎬ 以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网络管理系

统为抓手ꎬ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工作实现制度

化科学化ꎬ 取得了良好效果ꎮ 我们的主要做

法是:
一、 坚持问题导向ꎬ 破解管理难题
“十二五” 期间ꎬ 陕西省使用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先后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５５７ 所ꎬ 西

安、 宝鸡、 咸阳等市的部分县 (区) 自筹经费

按照中央项目标准先后建成 ３１ 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ꎬ 使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总数达到 ５８８ 所ꎬ
占到全省乡镇中心小学的 ５８ １％ꎮ 乡村学校少

年宫起步的头两年ꎬ 由于数量不多ꎬ 省、 市、

县文明办和财政、 教育部门还能经常性地深入

到项目学校现场检查指导工作ꎮ ２０１３ 年以后ꎬ
随着项目学校的逐渐增多ꎬ 点多线长ꎬ 一天就

是看两个学校ꎬ 一年工作时间也看不完所有乡

村学校少年宫ꎮ 我们越来越感到ꎬ 无论是人力

精力还是财力物力ꎬ 都无法满足乡村学校少年

宫管理的需要ꎬ 加之陕西省地域南北狭长ꎬ 跨

度达 １２００ 公里ꎬ 陕北地广人稀、 路途遥远ꎬ 陕

南山大沟深、 交通不便ꎬ 对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管理鞭长莫及ꎮ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ꎬ 运用传统

管理模式已经很难实现对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常

态化管理、 经常性指导、 实时性监测ꎮ 在每年

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考核测评中ꎬ 只能是看材

料、 听汇报、 凭感觉、 靠印象ꎬ 这样既不能客

观公正地评价每一所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运行情

况ꎬ 又不能达到通过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促进

农村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目的ꎬ 更主要的是省

文明办面对数量众多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如何

７２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实施有效监管、 履行管理职责ꎬ 迫使我们穷则

思变ꎬ 努力突破管理瓶颈ꎬ 探索一条对乡村学

校少年宫实施有效指导的新路径ꎮ
二、 创新工作理念ꎬ 提升管理能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ꎬ

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 手段创新、 基层工作创

新ꎬ 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我们把实现乡村学校少年宫常态化管

理作为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健康发展的 “牛鼻

子”ꎬ 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ꎬ 多方征求意

见ꎬ 最后借鉴省应用网络管理系统对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管的经验ꎬ 筹措经费委

托专业公司研发建设了陕西省乡村学校少年宫

网络管理系统ꎮ 该系统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上线运

行ꎬ 系统包括活动展示、 材料报送、 网络宣

传、 网上考核、 档案保存五大功能ꎮ 在研发建

设管理系统的同时ꎬ 我们研究制定了乡村学校

少年宫测评体系ꎬ 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管

理、 活动开展、 队伍建设、 检查考核的各项要

求细化为可以量化的测评指标ꎬ 重点考核活动

开展情况ꎬ 要求各项活动结束之后必须在一周

之内把开展活动的视频、 图片、 文字以及其他

相关材料通过网络报送至管理系统ꎬ 省文明办

抽调专人对各少年宫报送的材料按照测评体系

进行审核ꎬ 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够全面掌握乡

村学校少年宫的运行情况ꎮ 为了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ꎬ 我们运用管理系统ꎬ 一月一汇总ꎬ 一学

期一总结ꎬ 一年一考核ꎬ 对开展活动不经常、
管理不规范、 报送材料不及时的学校及时进行

批评指正ꎬ 对活动开展好的学校及时给予通报

表扬ꎮ 按照网络测评结果ꎬ 我们对乡村学校少

年宫实行量化考核ꎬ 综合得分 ９０ 分以上评为优

秀ꎬ ８０—８９ 分定为良好ꎬ ６０—７９ 分评为一般ꎬ
并分别给予 １０ 万元、 ５ 万元、 ３ 万元的运转经

费奖励ꎬ 低于 ６０ 分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定为不合

格ꎬ 限期整改ꎬ 通报批评ꎮ 通过研发建设乡村

学校少年宫网络管理系统ꎬ 实现了管理常态

化、 宣传网络化、 档案电子化、 考核精细化的

目标ꎮ
三、 加强督促检查ꎬ 实现全程管理
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工作开展以来ꎬ 我省

按照中央文明办要求相继制定印发了 «陕西省

关于使用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考核评比办法»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ꎮ
建好管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我们认为抓好

管理至关重要ꎬ 因此在研发建设和使用网络管

理系统的同时ꎬ 我们也不放松对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现场督促检查ꎮ 为了保证检查指导的真实

性ꎬ 避免提前 “打招呼” 之后出现的 “搞形

式、 做样子”ꎬ ２０１５ 年我们又投资委托专业公

司研发了一套陕西省乡村学校少年宫导航地

图ꎬ 安装在文明办每一位同志的手机上ꎬ 做到

了 “一机在手ꎬ 工作无忧”ꎮ 打开导航地图我

们就能看到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具体位置、
学校名称、 学生数量、 建设时间、 校长姓名、
联系电话等信息ꎮ 导航地图成为全天候服务的

“向导”ꎬ 方便了省文明办的同志在下基层进行

指导工作时ꎬ 可以随时随地深入到项目学校检

查指导少年宫工作ꎬ 变过去的 “明察” 为经常

性 “暗访”ꎬ 保证了我们看到的情况都是没有

经过 “包装” 的真实情况ꎮ
一年多来ꎬ 通过以上积极探索ꎬ 我们实现

了对乡村学校少年宫从 “软指导” 到 “硬约

束”、 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 从年底集

中检查到日常监测的工作转变ꎬ 极大地提高了

省文明办工作的时效性和检查考核的科学性权

威性ꎬ 调动了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积极性创造

性ꎬ 保证了活动开展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ꎬ
受到项目学校师生的好评ꎬ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肯定ꎮ 下一步我们将虚心学习兄弟省市的

好经验好做法ꎬ 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ꎬ
把我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工作做得更加

扎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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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文明办

重建设　 强管理　 求实效
着力推进学校少年宫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安徽省合肥市将乡村学校少

年宫作为一项关爱广大未成年人、 惠及千家万

户的民生工程ꎬ 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

目为带动ꎬ 累计投入资金 １ 亿多元ꎬ 建成学校

少年宫 １５８ 所ꎬ 惠及中小学生百万人ꎮ 其中乡

村学校少年宫 ８４ 所ꎬ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项目 ２８ 所ꎬ 实现乡镇中心学校全覆盖ꎻ 城市学

校少年宫 ７４ 所ꎮ 五年来ꎬ 合肥学校少年宫建设

按照中央文明办 “五个好” 的要求ꎬ 抓建设ꎬ
重管理ꎬ 求实效ꎬ 取得了学校支持、 孩子受

益、 家长满意、 社会赞誉的良好效果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安徽省合肥

市金葡萄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观看鼓管乐

队、 手工班、 足球队学生的表演ꎬ 大为赞赏ꎮ
一、 把握好建与管ꎬ 实现全覆盖
一是注重顶层设计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市政府

常务会、 市委常委会先后专门听取学校少年宫

建设专题汇报ꎻ 市委、 市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

推进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通知»ꎬ 决定

用 ３ 年时间ꎬ 实现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全

覆盖ꎮ 市文明委制定 «合肥市学校少年宫管理

办法»ꎬ 市财政局制定 «学校少年宫管理绩效

考评办法»ꎬ 对全市学校少年宫建设、 管理、
运行等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考评ꎮ 市教育局将学

校少年宫建设管理使用情况纳入学校教育管理

评价体系ꎬ 与学校和校长的评优评先挂钩ꎬ 将

学校教师参与活动辅导作为一项常规工作ꎬ 纳

入优秀教师考核评比内容ꎮ 二是明确责任主

体ꎮ 市委、 市政府明确ꎬ 由市文明委统筹统

管ꎬ 市文明办负责牵头学校少年宫建设改造ꎬ
市教育局负责日常运行管理ꎬ 市财政局负责资

金管理使用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全市只用了 ４ 个月的时

间便建成了 ５３ 所学校少年宫ꎮ 三是全力保障经

费ꎮ 各学校少年宫经市文明委验收合格后ꎬ 市

财政一次性补贴每所学校 ５ 万元建设费用ꎬ 每

年拨付每所学校少年宫 ５ 万元运行经费ꎬ 县市

区每年配套经费不少于 ５ 万元ꎬ 乡镇给予一定

的经费扶持ꎮ 四是强化督查考评ꎮ 市文明委每

年对学校少年宫开展一次检查验收ꎬ 举办一次

经验交流会ꎬ 举办一场教育成果展示ꎬ 组织开

展 “优秀学校少年宫” “优秀辅导员” 评选ꎬ
并将检查考核结果作为确定运转补助经费的重

要依据ꎮ
二、 统筹好学与乐ꎬ 打造一宫一品
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ꎬ 学

校少年宫将学与乐有机结合起来ꎬ 努力打造成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阵地、 文体活动平台、
社会实践基地ꎮ 一是注重课程开发ꎮ 各学校少

年宫将特色文化教育与学校少年宫活动紧密结

合ꎬ 推进校本课程开发ꎬ 共开发了无土栽培、
科学实验、 徽剧、 黄梅戏、 抖空竹、 拉拉操、
爵士鼓等 ４０ 多门学校少年宫课程ꎮ 二是注重项

目设置ꎮ 注重与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相衔接ꎬ
采用 “必修＋选修” 的模式对活动项目进行科

学规划ꎮ 必修为特色课程ꎬ 选修由学校少年宫

办公室提供活动项目菜单ꎬ 学生根据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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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ꎮ 目前ꎬ 基本做到教师参与率 １００％ꎬ
学生参与率 １００％ꎬ 项目开课率 １００％ꎮ 三是注

重彰显特色ꎮ 各学校少年宫积极打造 “一宫一

品”ꎬ 注重传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ꎬ 创新设

计特色活动载体ꎬ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ꎮ 四是注重成果展示ꎮ 建立 “校园展示、 区

级展评、 市级示范” 三级展示平台ꎬ 让学校少

年宫真正成为孩子们亦学亦乐、 增智增趣的乐

园ꎮ ２０１２ 年至今ꎬ 全市共举办学校少年宫市级

会演 ５ 次ꎬ 县区级展演 ６０ 余次ꎬ 校级展演千余

场次ꎮ
三、 实施好教与育ꎬ 注重一专多能
用好学校少年宫关键在师资队伍建设ꎮ 一

是县区统筹调配ꎮ 组织有特长的教师成立教师

艺体中心ꎬ 采取走教的方式ꎬ 帮助有需要的学

校少年宫开展活动ꎻ 建立县区辅导教师资源

库ꎬ 进行统筹调配ꎮ 同时ꎬ 对建有学校少年宫

的学校在特长教师的分配上给予倾斜ꎮ 二是强

化教师培训ꎮ 各县区利用寒暑假组织教师、 辅

导员进行集中培训ꎬ 各学校利用传、 帮、 带的

方式ꎬ 着力提升教师、 辅导员专业技能ꎻ 打造

网络平台ꎬ 将优秀教师授课内容制成课件ꎬ 进

行巡回教学ꎻ 在聘请有特长的志愿者授课时ꎬ
让有兴趣的教师一起参加学习ꎮ 三是招募志愿

者ꎮ 市文明办成立文化志愿服务团ꎬ 请有专业

特长的文化志愿者和 “五老人员” 到学校少年

宫开展活动辅导ꎻ 各县区组织文明单位与学校

少年宫全面结对共建ꎻ 包河区成立 “校外专家

指导中心” “外籍专家指导中心”ꎬ 吸纳、 聘请

外籍教师、 民间艺人、 非遗传人等近 ２００ 名校

外专家ꎮ
四、 联通好家与校ꎬ 夯实 “三结合”

教育网络
把学校少年宫活动作为联系学校、 家庭、

社会的桥梁和纽带ꎬ 在市文明委每年组织的问

卷中ꎬ 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少年宫的满意度达

９８％以上ꎮ 一是上门摸底ꎮ 学校少年宫开课之

前ꎬ 辅导教师走进学生家中ꎬ 通过随机问卷、
家访交流的方式ꎬ 收集学生的意愿并征求家长

的建议ꎬ 及时调整学校少年宫活动项目设置ꎮ
二是聘请家长参与ꎮ 全市学校少年宫先后聘请

有爱心、 有特长的 ２０８３ 名家长担任学校少年宫

兼职辅导员ꎮ 三是展示学生成果ꎮ 各学校少年

宫每年组织文艺展演ꎬ 邀请家长观摩ꎻ 编印学

校少年宫学员、 教师、 家长 «征文汇编»ꎬ 评

选 “优秀学员”ꎬ 举办学员 “优秀作品” 展ꎬ
每学期开学时举行开班典礼ꎬ 期末举行评比表

彰大会ꎮ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ꎬ 首次增设学校少年宫

才艺展区ꎮ
在工作中我们欣喜地看到ꎬ 学校少年宫建

设有效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ꎬ 培养了他们

的实践技能和综合素质ꎬ 发展了个性特长ꎬ 赢

得了学生、 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ꎮ “十三五”
期间ꎬ 我们将在项目建设提质提标上下功夫ꎬ
通过建立 “流动学校少年宫”、 设立少年宫辅

导员资源库、 划片联校开展活动等方式ꎬ 推进

学校少年宫建设持续健康发展ꎬ 切实把这一惠

及民生的好事办好ꎬ 实事办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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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文明办

深入实施 “青苗计划”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可持续发展

“十二五” 期间ꎬ 常州市牢牢把握推进城

乡文明协调发展的形势要求ꎬ 按照 “因地制

宜、 凸显个性、 以点带面、 稳步推进、 全面覆

盖” 的工作思路ꎬ 深入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ꎻ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着眼有效解决发展进

程中遇到的 “瓶颈性问题”ꎬ 大力实施乡村学

校少年宫 “青苗计划”ꎬ 以公益项目为平台集

聚资源ꎬ 保障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可持续发

展ꎮ 截至目前ꎬ １１７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实现全

面覆盖、 运转良好ꎮ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 党政引导、 公益聚力ꎬ 形成梯次

投入体系
以中央和省级专项彩票公益金为 “杠杆”ꎬ

积极搭建平台引入社会资源ꎬ 形成多层次、 多

元化投入渠道ꎮ 一是 “先建后补” 撬动ꎮ 用好

中央、 省两级彩票公益金ꎬ 倾斜基础好、 成效

好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用 “以奖代补” 形成导

向ꎮ 二是公益平台吸附ꎮ 在市美德基金会设立

“青苗圆梦行动” 公益项目ꎬ 吸引各方力量共

同助力ꎮ 十个市级以上文明单位率先响应ꎬ 结

对十个学校ꎬ 形成良好示范效应ꎬ 带动了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的踊跃加入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在

全省率先推出 «常州市市级彩票公益金支持学

校少年宫项目实施办法»ꎬ 确定从市级福利彩

票、 体育彩票中安排专项资金每年扶持至少 ２０
所学校ꎬ 并且明确每一年度对中央、 省、 市三

级彩票公益金投入采取 “分片、 分批、 错位、
互补” 的方式进行ꎬ 确保五年内覆盖所有已建

成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三是多方拓展来源ꎮ 武

进、 新北等辖市区也形成各自的扶持办法ꎬ 基

层学校也纷纷通过冠名、 捐赠等形式扩大投入

来源ꎮ 整体上ꎬ 常州已经初步构成了 “四级财

政投入为主导、 公益捐助捐赠为补充、 以奖代

补为方向” 的经费保障体系ꎬ 形成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和运转经费的稳定来源ꎮ
二、 价值引领、 融入日常ꎬ 优化项目

支撑体系
把引导未成年人明礼修德作为重要任务ꎬ

围绕以德树人、 以文化人、 以技立人目标ꎬ 指

导和引领乡村学校少年宫在活动开展上不断走

向课程化、 地方化、 品牌化ꎮ 一是融入日常教

学ꎮ 围绕学校德育主题ꎬ 积极把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渗透融入日常教育教学ꎬ 建设德育、 礼

仪、 运动、 书画、 音乐、 技能六大类 “青苗教

室”ꎬ 推进 “春天在这里” 校园文化建设ꎬ 在

“形” 和 “神” 上均实现日常化ꎮ 二是彰显地

方色彩ꎮ 引导各地、 各学校着眼 “自选动作”ꎬ
开发与地方名人文化、 传统文化、 山水地理等

相关的项目ꎬ 形成 “一地一路径、 一校一特

色” 的良好格局ꎮ 例如ꎬ 溧阳市平桥小学因地

处南山竹海而形成 “竹之韵” 系列、 金坛区普

遍开展非遗项目———金坛刻纸、 “季子故里”
武进区主推 “诚信文化”ꎬ 等等ꎮ 三是发展品

牌项目ꎮ 结合道德讲堂建设、 “八礼四仪” 养

成教育、 加强诗教乐教等省、 市重点工作的开

展ꎬ 打造优势项目ꎬ 激发带动效应ꎮ 例如ꎬ 新

１３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北区新桥小学 “童诗” 项目、 天宁区郑陆小学

“节日” 项目ꎬ 钟楼区新闸小学 “礼仪” 项目

等都成为了提升本校、 本地工作水平的标杆ꎮ
三、 统筹资源、 供需衔接ꎬ 构建双层

师资体系
重点推行学校教师辅导员和志愿者辅导员

两支队伍 “双轮并驱”ꎬ 满足乡村学校少年宫

越来越高的师资要求ꎮ 一是充分发挥学校教师

辅导员的主力军作用ꎮ 探索实施把教师辅导员

的工作情况和成效纳入教师绩效考核ꎬ 并作为

评选 “师德标兵” “优秀德育教师” 等先进的

重要依据ꎬ 依据其辅导的社团整体或单个学生

的项目获奖情况给予奖励ꎬ 增强教师辅导员队

伍的稳定性和吸引力ꎮ 二是建好用好 “青苗义

教团” 志愿服务队ꎮ 面向社会招募、 组建、 培

训市、 区两级 “青苗义教团”ꎬ 形成志愿者辅

导员 “数据库”ꎬ 按照供需有效结对的原则ꎬ
统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ꎮ 其中ꎬ 市义工联和教

育义工委负责组建和管理市级队伍ꎬ 各辖市

(区) 依托乡镇志愿者服务站组建和管理区级

队伍ꎻ 其后ꎬ 根据基层不同师资申请的 “菜

单”ꎬ 就近就便安排 “青苗义教团” 相关成员

与学校双向对接ꎬ 共同商定辅导时间、 频次、
对象等内容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常州正探索实践以

乡镇为单位的 “网格化” 服务方式ꎬ 依据各片

区的共性需求ꎬ 合理调配和运用市级 “青苗义

教团” 师资力量ꎬ 增强专业志愿服务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ꎬ 打造不同片区的优势项目ꎮ
四、 抓牢常态ꎬ 着眼长效ꎬ 固化刚性

管理体系
着眼市、 区、 校三个层面ꎬ 不断健全和

完善工作机制ꎬ 用良好的制度规范形成制约、
推进工作ꎮ 一是强化组织推进ꎮ 连续多年把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纳入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文明建设和文化惠民” 重点工程ꎬ 摆上重要

日程ꎬ 建立形成文明委协调ꎬ 文明办牵头ꎬ
教育、 财政等 １１ 个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体

系ꎬ 落实 “半年一督查、 一年一推进、 五年

一展示” 的推进机制ꎬ 确保各项任务按时按

序、 保质保量完成ꎮ 二是强化考核推进ꎮ 在

年度辖市、 区精神文明建设综合考核和 “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季度测评” 中明确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的数量和质量要求ꎬ 形成刚

性约束ꎮ 制定实施 «常州市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百分考核办法»ꎬ 为各地、 各校在资金管

理、 人员管理、 活动管理、 安全管理、 档案

管理等方面提供了遵循ꎮ 三是强化协同推进ꎮ
组织学校少年宫社团项目走出校门ꎬ 就近就

便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未成年人成长服务

中心、 社会实践基地开展共建ꎬ 引导城市与

乡村之间、 乡村与乡村之间就近就便开展共

建ꎬ 解决学校人力、 课程、 设施在工作发展

过程中来源受限的问题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精神ꎬ

学习借鉴兄弟省份先进经验ꎬ 着眼 “建、 管、
用” 三个环节ꎬ 继续以保障乡村学校少年宫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ꎬ 抓牢制度化推进ꎬ 深入实施

“青苗计划”ꎬ 努力构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

“常州模式”ꎬ 让乡村学校少年宫成为孩子们实

现人生精彩梦想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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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永吉县文明委

在 “实” 上下功夫　 在 “新” 上求发展
全力打造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特色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ꎬ 是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对

农村未成年人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ꎮ 永吉县在

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中ꎬ 坚持 “多元

发展、 特色办宫” 理念ꎬ 在 “实” 上下功夫ꎬ
在 “新” 上求发展ꎬ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 “永吉

模式”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县委宣传部被中央文明

委授予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单位” 称号ꎬ 县文明办获得吉林省 “十二五”
期间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突出贡献奖ꎮ

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做法是:
一、 基础建设先行ꎬ 综合管理跟进ꎬ

落实乡村学校少年宫基本要求 “不打折”
１ 配套设施ꎬ 超前谋划ꎮ 我们抓住建设乡

村学校少年宫的契机ꎬ 依托学校现有资源ꎬ 采

取向上争、 地方筹、 社会助的方式ꎬ 对校舍场

馆进行改造ꎬ 改扩建各类活动室ꎬ 扩容升级设

施设备ꎬ 使之满足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的需求ꎮ
五年来ꎬ 全县 １４ 所农村中心学校获得中央和吉

林省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ꎬ 是省内受助最多的

县ꎮ 县里采取多种形式ꎬ 累计投入 ２５００ 余万元

配套资金ꎬ 支持学校达标升级自建工作ꎬ 确保

和乡村学校少年宫顺利 “无缝对接”ꎮ
２ 辅导教师ꎬ 配齐配强ꎮ 实现全县 “一盘

棋”ꎬ 通过直接转化、 就地培养、 组织招录、
对外招募、 县内调剂等方法措施ꎬ 完成辅导员

老师 “转型升级”ꎮ 校内实行一科带全校ꎬ 校

外倡导志愿服务ꎬ 全县实现资源共享ꎮ 近年共

招录专特长教师 １９８ 人ꎬ 招募志愿者辅导员

２００ 多人ꎬ 基本满足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活

动的需求ꎮ
３ 日常工作ꎬ 管理严格ꎮ 强化工作执行

力ꎬ 实行 “硬性目标管理” 机制ꎮ 县文明办严

格履行牵头抓总、 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的责

任ꎬ 会同教育部门蹲点指导ꎬ 定期考核ꎬ 随时

抽查ꎬ 全程跟踪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实行校长负

责制ꎬ 活动列入课程计划ꎬ 保证每周 ２ 课时活

动时间ꎬ 辅导员老师至少参加一个活动项目ꎬ
教育部门定期考评ꎮ

４ 资金管理ꎬ 严肃认真ꎮ 将项目资金使用

作为红线ꎬ 财政部门及时足额划拨学校活动资

金ꎬ 随时抽查使用情况ꎬ 落实年度资金审计ꎮ
县政府采购中心统一采购活动器材ꎬ 减少校方

使用资金的 “自主行为”ꎬ 避免违纪问题发生ꎮ
二、 典型示范带动ꎬ 活动项目创新ꎬ

打造乡村学校少年宫特色品牌 “不含糊”
１ 示范引领ꎬ 全面推进ꎮ 把永吉县首批中

央项目口前镇第一小学作为示范校ꎬ 县文明办

与教育部门组织专人设计、 精心指导、 跟踪落

实ꎬ 将其打造成 “标杆” 项目ꎮ 每一批新项目

学校都向其学习ꎬ 在此基础上发展提高ꎬ 既规

范了项目建设ꎬ 又推动整体工作上了台阶ꎮ
２ 立足优势ꎬ 突出特色ꎮ 项目选定上ꎬ 既

在普及上多思量ꎬ 具有广泛性ꎬ 又在普惠上多

动脑ꎬ 具有实用性ꎬ 还在展示上多设计ꎬ 具有

影响性ꎮ 借助传统优势ꎬ 利用师资优势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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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达到了活动项目多样化ꎮ 每个学校都有

１—２ 个突出的特色活动项目ꎬ 并且校与校之间

的主题活动项目不重复ꎬ 真正形成了 “一校一

品牌、 一班一特色” 的活动特点ꎮ
３ 多措并举ꎬ 提升水平ꎮ 建设项目的同

时ꎬ 积极开展拜师结对、 互陪互教、 观摩教

学、 交流培训等练兵活动ꎬ 使师资水平整体二

次拉升ꎬ 教师由单一学科型人才变为综艺复合

型人才ꎬ 实现了 “一专多能”ꎬ 更好地指导活

动开展ꎮ 将特色教育与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相

结合ꎬ 自主开发校本教材ꎬ 使活动项目更具针

对性和适用性ꎮ
４ 推陈出新ꎬ 增添活力ꎮ 我们一直秉持

“你无我有、 你有我优、 你优我精” 的创新理

念ꎬ 在活动内容、 方式、 方法、 措施上适时创

新ꎬ 在校园文化、 主题文化、 活动场景、 活动

设备上适时更新ꎮ 通过因地制宜选项目、 升级

改造老项目、 探索开发新项目ꎬ 每个学校每年

都新增一两个特色活动项目ꎬ 做到了开发新项

目与打造传统项目升级并举ꎮ 如: 口前镇第二

小学的航模项目ꎬ 由单一飞机模型发展为多种

飞行器模型ꎬ 从原有的木制模型发展为纸制模

型、 塑料模型ꎮ
三、 活动成效显著ꎬ 社会反响良好ꎬ

践行乡村学校少年宫宗旨理念 “不变调”
１ 转变观念ꎬ 教育理念变了ꎮ 过去ꎬ 开设

课外活动ꎬ 从出发点上ꎬ 是为了培养特长生ꎻ
从参与面上ꎬ 只有少数学生参加ꎻ 从经济运营

上ꎬ 可以收取课时费ꎻ 从活动数量上ꎬ 只有几

个活动组ꎻ 从社会反响上ꎬ 只有少数家长支持

认可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ꎬ 使教育理念、
思维观念有了很大改变ꎬ 做到了不收任何费

用ꎬ 不设活动门槛ꎬ 普惠每位学生ꎬ 满足不同

学生的兴趣需求ꎬ 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全面

发展ꎮ
２ 打造文化ꎬ 校貌校风变了ꎮ 各项目学校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统节日、 体育艺

术、 科普文学等内容ꎬ 全面打造具有校本风格

的校园文化ꎮ 富有哲理的名言、 内涵丰富的国

学、 唯美形式的艺术ꎬ 改善了校园环境ꎬ 提升

了文化品位ꎮ 校园面貌的直观改变ꎬ 带来的是

尊重知识、 文明礼貌、 严谨活泼、 乐观向上校

风的深层变化ꎮ
３ 提升素质ꎬ 广大学生变了ꎮ 学生们通过

参加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ꎬ 以乐促智、 以技

促能ꎬ 在学校搭建的班星、 校星评比ꎬ 家长

会、 艺术节和赛事活动等平台上ꎬ 踊跃展示才

艺ꎬ 展现自身变化ꎬ 累计有 １０００ 余件学生作品

在国家、 省、 市比赛中获奖ꎮ 农村孩子由过去

的木讷变得活泼开朗ꎬ 由以前的 “不会做”
“不敢做” 变得多才多艺、 自信大方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已经成为学生 “陕乐益

智” 的活动场所和家长放心的 “托管中心”ꎮ
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ꎬ 品牌效应不断显现ꎬ 赢

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知、 认同ꎮ “十三五”
期间ꎬ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ꎬ 求

真务实ꎬ 创新管理ꎬ 打造品牌ꎬ 提升档次ꎬ 把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不断推向深入ꎮ

４３７



经验交流

山东省淄博市教育局

持续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内涵标准
促进全市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近年来ꎬ 淄博市持续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ꎬ 实现了全市镇、 村全覆盖ꎮ 我们坚持突

出特色ꎬ 持续提升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内涵标

准ꎬ 全面实施 “三个一” 工程ꎬ 促进了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ꎮ 具体做法是:
一、 持续推进ꎬ 实现乡村少年宫建、

管、 用并举
在 ２００７ 年桓台县先行设点成功的基础上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 市文明办、 市教育局、 团市委

联合推广桓台县的工作经验ꎬ 全面推开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ꎮ 截至目前ꎬ 我市共建成市级乡

村学校少年宫 ３２３ 所ꎬ 覆盖率为 １００％ꎬ 省级乡

村学校少年宫 ４９ 所ꎬ 中央级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６ 所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我市又启动了城市学校少

年宫建设试点工作ꎮ
我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按照 “少年儿童

的好去处、 素质教育的好载体、 同学交流的好

平台、 师生沟通的好场所、 家长放心的好地

方” 的 “五个好” 要求ꎬ 在场所建设上ꎬ 确立

了 “五室一场一办” (手工制作室、 才艺展示

室、 文体活动室、 心理咨询室、 图书阅览室ꎬ
户外活动场所ꎬ 管理办公室) 的建设标准ꎬ 持

续抓好房屋维修、 器材配备、 档案建立等各项

工作ꎬ 为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搭建优质的校外教

育阵地和育德益智平台ꎮ 在管理使用上ꎬ 为把

乡村学校少年宫打造成长效民心工程ꎬ 市委、
市政府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纳入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ꎬ 市教育局将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纳入学校教育管理评估体系ꎬ 出台了 «淄
博市乡村学校少年宫考核评估标准» «乡村学

校少年宫规章制度»ꎬ 定期对少年宫运行情况

开展督导检查和评估考核ꎬ 督促少年宫不断提

高活动质量ꎮ
通过持续的努力ꎬ 我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实现了从 “有” 到 “优” 的跨步提升ꎬ 切实

发挥了作为校外教育重要平台的多维育人功

能ꎬ 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未成年人课外失管、 失

教问题ꎬ 受到农村学校师生、 家长的欢迎ꎬ 中

央文明办、 教育部在全国推广了我市的经验ꎮ
二、 挖掘资源ꎬ 培育 “一专多能” 的

辅导员队伍
师资队伍是乡村学校少年宫常态化运转的

保障ꎮ 我市坚持多措并举ꎬ 突破了乡村学校少

年宫师资匮乏的制约瓶颈ꎮ
一是充分挖掘利用在职教师资源ꎮ 实行

“一岗双责” 的 “１＋Ｎ” 式教学模式ꎬ 即教师

在承担学科教学任务的同时ꎬ 根据爱好特长承

担相应的辅导项目ꎮ 组织开展了乡村学校少年

宫教师研修活动ꎬ 先后投资 ５０００ 余万元ꎬ 对全

市 ３３００ 名有专项特长的教师进行培训ꎬ 提升了

乡村学校少年宫专业教师的核心素养和专业

水平ꎮ
二是实行 “走教式” 辅导ꎮ 大力推行特色

活动项目教师城乡之间多校互聘、 跨校执教ꎮ
目前ꎬ 全市年均学校间的 “走教” ４０００ 人

(次)ꎬ 有效满足了偏远地区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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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需求ꎮ
三是招募志愿者作为节假日必要补充ꎮ 先

后招募兼职辅导员 １２４９０ 名ꎬ “走教式” 辅导

人员 ４０００ 多名ꎮ
三、 提升标准ꎬ 促进城乡孩子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
为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标准化水

平ꎬ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我市全面实施 “三个一” 工

程ꎬ 配套建设电钢琴室、 书法教室ꎬ 安装乒乓

球台ꎬ 普及电钢琴、 乒乓球、 书法教百ꎬ 让每

一个农村孩子至少掌握一门文艺特长———普遍

达到识谱标准ꎬ 能够掌握电钢琴弹奏技巧ꎻ 拥

有一项体育技能———打好乒乓球ꎻ 传承一项文

化项目———写好 “中国字”ꎮ 让农村孩子与城

里孩子一样ꎬ 从小能够接触到钢琴、 乒乓球和

中国书法的规范教学ꎬ 享受到同等优质的

教育ꎮ
一是统一编制活动教材ꎮ 以 “学生需要、

学生喜欢” 为立足点ꎬ 编写了小学生电钢琴教

学课程标准、 中小学生乒乓球通用教材等校本

课程ꎬ 印发了 «淄博市中小学书法教育实施

方案»ꎮ
二是统一配备活动场地、 器材ꎮ 将 “三个

一” 基础设施建设、 设备维护更新等日常运行

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ꎬ 每年争取资金 ７００ 多万

元ꎬ 截至目前ꎬ 累计投资 ３７２０ 万元ꎬ 为 ２６５ 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配备电钢琴 ６７２５ 台、 乒乓球台

５９７０ 个、 书法教室 ５９５ 个ꎮ 临淄区在全市率先

普及了 “三个一” 工程ꎮ
三是统一举办教学培训ꎮ 按照标准化教程

制定 “三个一” 教学方案ꎬ 完善课程设置ꎬ 按

照学校统一组织、 兼顾学生自愿的原则进行系

统教学ꎮ
四是突出地域特色ꎬ 丰富工作内涵ꎮ 把

“三个一” 项目列入全市百灵艺术节比赛项目ꎬ
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ꎮ 仅去年 “三个一” 项目

在国家、 省、 市各级比赛中就荣获奖项 ２３０ 余

个ꎬ 在全省首届乡村学校少年宫乒乓球比赛、
书法比赛中均获第一名: 作为世界足球起源

地ꎬ 我市大力实施 “起源地一体化” 校园足球

提升计划ꎬ 促进了校园足球项目在农村的普

及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淄博市 “三个一” 工程经验在全

省推广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意义深远、 责任重

大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不断丰富乡村学校少年宫

内涵和功能ꎬ 形成 “人人都参与、 人人有兴

趣、 人人有特长” 的良好发展态势ꎬ 推动教育

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ꎬ 使乡村学校少年宫成为

校外教育最亮丽的风景线ꎮ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明委

坚定信心　 真抓实干
切实完成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任务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共有 １６ 个县

(市)ꎬ １８９ 个乡 (镇)ꎮ “十二五” 期间ꎬ 黔东

南州在中央和省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下ꎬ 已建

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９４ 所 (中央 ６５ 所、 贵州 ２９
所)ꎬ 覆盖 ５０％的乡镇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

设ꎬ 有效改善了我州农村未成年人课外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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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严重不足的问题ꎬ 丰富了农村未成年人特别

是留守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深受师生、 家长

的欢迎ꎮ 大家普遍反映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立足学校抓得住ꎬ 经费师资有保障ꎬ 学生参与

全覆盖ꎬ 切实解决了孩子放学后 “没处去、 没

人管” 等问题ꎬ 是党和政府为农村孩子办的大

好事、 大实事ꎬ 是推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好项目、 好抓手ꎮ 在此ꎬ 向中央文明

办、 财政部、 教育部对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ꎮ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５ 年在给 “国培计划”

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的回信

中提出殷切希望: “扶贫必扶智ꎮ 让贫困地区

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ꎬ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

务ꎬ 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ꎮ” 贵

州黔东南州是典型的贫困地区ꎬ １６ 个县中有 １５
个是贫困县ꎬ 贫困人口多、 贫困面大、 贫困程

度深ꎬ 脱贫致富奔小康任务十分艰巨ꎮ 经过

“十二五” 期间的持续推进ꎬ 我们深刻体会到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非常切合农村教育实际ꎬ 对提

高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水平、 促进教育公平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制定的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规划明确提出ꎬ 要加大贫困地区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力度ꎬ 让更多贫困地区农村未成年

人从中受益ꎮ 对此ꎬ 我们深受鼓舞ꎬ 又倍感压

力ꎮ 但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完成这一任务ꎮ 我

们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ꎬ 带着感情、 带着责

任、 带着使命ꎬ 满怀激情地工作ꎬ 不断完善工

作机制ꎬ 汇集资源、 整合力量ꎬ 让这项民心工

程惠及更多农村未成年人ꎬ 让农村孩子沐浴在

党和政府的关怀下ꎬ 茁壮成长ꎮ
“十三五” 期间ꎬ 黔东南州将以实现乡镇

一级乡村学校少年宫全覆盖为目标ꎬ 加大工作

力度ꎮ 一是继续发挥 “十二五” 期间建成的 ９４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作用ꎬ 管好、 用好每一所乡

村学校少年宫ꎬ 切实发挥项目寓教于乐、 学技

学艺、 立德树人的作用ꎮ 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

效ꎬ 争取中央和省的进一步支持ꎬ 帮助我州建

设更多更好的项目ꎮ 二是把实现乡村学校少年

宫乡镇一级全覆盖列入党委、 政府的实事工

程ꎬ 列入扶贫开发攻坚战任务ꎬ 加大资金投

入ꎬ 狠抓任务落实ꎮ 三是充分发挥文明委统筹

领导作用ꎬ 号召文明委成员单位、 文明单位和

社会力量通过共建、 冠名、 挂牌、 捐助等方式

参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形成建设合力ꎮ 四

是进一步整合资源ꎬ 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和惠农资源向乡村学校少年宫倾斜ꎬ 在

规划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 农民文化家园、 农

家书屋、 科技和体育等项目时ꎬ 在开展结对帮

扶、 “四进社区” “三下乡”、 志愿服务等活动

时ꎬ 努力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需求衔接起

来ꎮ 五是继续以农村寄宿制学校为建设重点ꎬ
把乡村学校少年宫打造为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

的成长乐园ꎬ 建设成立德树人 “德育宫”、 提

升素质 “快乐宫”、 陪伴关爱 “温暖宫”ꎬ 促进

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ꎬ 为贵州实

现脱贫攻坚、 同步小康作出积极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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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简报信息工作培训班

河北省文明办

探索纸网融合　 提高服务水平

为更好地服务精神文明建设ꎬ 河北省在简

报信息工作中ꎬ 探索实行了 “纸网融合” 的机

制: “纸” 即省、 市、 县三级精神文明建设简

报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简报ꎮ “网”
即河北文明网、 各市县文明网及其 “两微一

端”ꎮ 通过 “纸网融合”ꎬ 扬长补短、 相互借

力ꎬ 促进了简报信息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ꎮ 主

要做法是:
一、 工作队伍的融合
省文明办系统的专兼职信息工作队伍有

２８０ 人ꎬ 构成了一个省、 市、 县健全畅通的信

息网络体系ꎬ 过去以纸质信息处理为主ꎬ 河北

文明网建成后ꎬ 网络信息工作起步发展ꎮ 为实

现 “纸网融合”、 高效做好简报信息工作ꎬ 我

们近年来坚持了三个 “统一”:
一是统一名称ꎮ 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ꎬ 对

市、 县两级负责纸质简报工作的信息员进行调

整ꎬ 稳定在 １２０ 人左右ꎮ 对河北文明网组建的

百余人网络评论员和聘请的 １０ 多名首席网评员

进行规范ꎬ 对市、 县两级文明网的 １４０ 名专兼

职信息员进行登记ꎮ 在此基础上ꎬ 将纸质和网

络队伍融合ꎬ 统一名称为 “河北省精神文明建

设信息工作者”ꎮ

二是统一职责ꎮ 所有信息工作者都担负双

重任务: 从事纸质简报工作的ꎬ 同时负责网络

信息反馈处理任务ꎻ 从事网络信息处理的ꎬ 同

时承担纸质简报信息的内容提供和编辑处理ꎮ
三是统一考核ꎮ 两支队伍都是全省先进信

息工作者的考核范围ꎬ 按年度统一组织考核ꎮ
三年来ꎬ 省文明办共表彰优秀信息工作者 ３５
名ꎬ 其中以纸质简报工作岗位为主的 ２４ 名ꎬ 以

网络工作岗位为主的 １１ 名ꎮ
二、 反馈环节的融合
主要在报送、 筛选、 发布三个环节上强化

了融合ꎮ
一是建立共享的报送平台ꎮ 在河北文明网

设置公共邮箱并配以河北文明网微信公众号ꎬ
各级各单位上报信息可以发到这个邮箱或公众

号ꎬ 也方便社会各界群众随时反映情况ꎮ 省、
市两级负责纸质和网络信息编辑的工作人员ꎬ
都可共享此平台ꎮ

二是确立一致的筛选标准ꎮ 中央文明办

«精神文明建设» 简报、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简报» 和中国文明网具有权威性和导向

性ꎮ 我们把 “两报一网” 刊发的重点内容ꎬ 作

为简报信息工作的风向标ꎬ “纸” “网” 互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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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筛选的标准ꎬ 从共享平台中精选信息上报中

央文明办 “两报一网”ꎬ 并编发 «河北省精神

文明建设» 简报ꎮ
三是形成联动的发布机制ꎮ 上报中央文明

办的简报信息和编发的省级简报ꎬ 同时在河北

文明网微博、 微信和手机客户端上发布ꎬ 重点

信息在市、 县文明网发布ꎮ 通过联动发布ꎬ 实

现从一维到多维、 从一级到多级的融合传播ꎮ
三、 信息内容的融合
既考虑纸质与网络简报信息工作的差异

性ꎬ 又坚持信息内容的融合性ꎬ 使之都与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同频共振ꎮ
一是紧扣领导关注的重点ꎮ 组织信息人员

认真学习研究中央和省两级文明委、 文明办的

领导讲话和工作要点ꎬ 学习贯彻阶段性重点工

作安排ꎮ 在此基础上ꎬ 及时确定全年及阶段性

的简报信息工作重点ꎮ
二是踩准文明创建的鼓点ꎮ 努力做到精神

文明创建到哪里ꎬ 简报信息就反映到哪里ꎮ 省

文明网和工作简报都参考中央文明办的 “两报

一网” 开设栏目ꎬ 并在重要时间节点集中反映

重点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份ꎬ 就以专版、 专题形

式ꎬ 全面反映了各地志愿服务活动情况ꎬ 助推

了活动的深入开展ꎮ
三是贴近群众关心的热点ꎮ 坚持捕捉群众

需求信号ꎬ 及时表达群众关切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先后组织了 “寻找身边的雷锋” 和曝光不文明

行为等随手拍活动ꎬ 发动广大网民利用手中的

相机、 手机ꎬ 记录发生在身边的感人事迹ꎬ 拍

下不文明现象ꎬ 并通过网络传播、 互动ꎬ 在社

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ꎮ
四是挖深基层创造的亮点ꎮ 及时发现、

总结、 编发基层的创新和群众的创造ꎬ 推动

大批典型不断涌现ꎮ 辛集市农村广泛开展乡

贤理事会建设、 定州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本土化、 廊坊市国税局积极打造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品牌等做法ꎬ 都有效促进了创建

活动的开展ꎮ
河北省坚持 “纸网融合” 强化简报信息工

作的探索ꎬ 整体提升了简报信息服务水平ꎮ 三

年来ꎬ 共有 ４４ 篇稿件被中央文明办采用ꎮ “纸
网融合” 的简报信息正在发挥着三方面的作

用ꎮ 一是领导决策的参考ꎮ 及时将工作中出现

的新情况、 新经验总结上报给省文明委和中央

文明办ꎬ 为领导决策、 指导工作提供了参考ꎮ
衡水市滏阳小学童谣传唱核心价值观的做法推

广后ꎬ 广大中小学纷纷学习借鉴ꎬ 受到中央领

导同志充分肯定ꎮ 二是推动工作的路标ꎮ 我们

反馈的邯郸市利用 “网格化” 平台开展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的经验ꎬ 推动河北省党员志愿服务

工作走在全国前列ꎮ 刘奇葆同志对此给予充分

肯定ꎬ 各地迅速复制了邯郸经验ꎮ 三是联系群

众的桥梁ꎮ 我们的信息共享平台在吸引群众参

与的过程中ꎬ 也成为精神文明创建的载体ꎮ
«有感于大学生张炎的紧急求助» 的评论在河

北文明网发布后ꎬ 引起网民关注ꎮ 我们及时公

布捐助账号ꎬ 在社会掀起爱心捐助热潮ꎬ 当时

就筹集到 ３０ 多万元ꎬ 为张炎治疗康复提供了

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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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文明办

适应 “微时代” 　 创新做好信息工作

近年来ꎬ 我们注重把信息工作与网络技术

结合起来ꎬ 发挥微传播更快捷、 更广泛、 双向

互动的特点和优势ꎬ 推动信息工作载体创新、
制度创新和内容创新ꎬ 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一、 融合 “微平台”ꎬ 做强线上总

枢纽
把工作阵地从传统的纸上、 电视上向方寸

屏幕转移ꎬ 打造省市上下贯通、 各类创建系统

开放融合、 聚合力传播力俱强的立体微平台ꎮ
一是搭建省级信息平台点格聚拢ꎮ 先后组

建 “文明龙江” ＱＱ 群ꎬ 覆盖全省 １３ 个市 ３ 大

系统 １２８ 个县市区ꎮ 开发 “智慧志愿支持系

统” “文明单位网上测评系统” 和 “网络文明

传播系统”ꎬ 三大系统都具有发布信息、 交流

经验等功能ꎮ 组建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微信

群、 信息员微信群ꎮ 创办黑龙江文明网ꎬ 年浏

览量 ７００ 多万人次ꎮ 把这些平台作为信息发布

和传播的重要阵地ꎬ 实行信息共享ꎮ 每周利用

ＱＱ 群、 微信群发布信息需求要点至少一次ꎮ
２０１４ 年起ꎬ 利用 “智慧志愿支持系统” 每周组

织专题信息交流 １ 次ꎬ 利用文明网每月更新 ２
期简报ꎬ 利用测评系统每年抓取推送基层创新

案例ꎮ 省级平台成为调动信息工作的总枢纽ꎮ
二是借助高端平台强化指导ꎮ 主动对接

«人民日报» 客户端、 中国文明网等平台ꎬ 及

时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

示、 中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和中央文明

委、 中央文明办重要工作安排ꎬ 用中央精神指

导创建工作和信息工作ꎮ 主动对接 “龙江高端

阅读” “奋斗理论圈” 等微信公众号ꎬ 及时掌

握省委省政府重大部署、 发现重大典型ꎬ 同频

共振推进信息工作ꎮ
三是抓好市地平台丰盈供给ꎮ 把文明微

博、 文明微信、 文明网站的建设纳入创建工作

考核ꎬ 加快基层信息微平台建设ꎬ 全省已有 ４１
个文明微信公众号ꎮ 文明网链接 １３ 个市地党委

政府门户网站ꎬ 打造 “文明龙江” 传播矩阵ꎬ
基层信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ꎮ 立体微平台的

搭建和融合ꎬ 使信息工作快速吃透上情找准方

向、 摸清下情找准亮点、 掌握民情找准回应

点ꎬ 也使 “指尖” 快捷传播成为现实ꎮ
二、 组建 “微队伍”ꎬ 做实线下信

息圈
动员全办力量、 全战线力量和社会力量共

同做好信息工作ꎮ
一是组建核心圈ꎮ 把省文明办的全体干部

作为骨干力量ꎬ 负责全省信息工作的组织协

调、 推进落实、 指导服务ꎮ 本着 “业务工作谁

主管ꎬ 信息工作谁负责” 原则ꎬ 全员撰写信

息ꎮ ２０１５ 年组织简报信息工作专项培训 ３ 次ꎬ
４００ 余人参加ꎬ 各处室都有信息被中央文明办

采用ꎮ
二是加固紧密圈ꎮ 在县市设立信息直报点

４２ 个ꎬ 确定信息员 １０９ 人ꎬ 及时反映基层工作

落实、 创新创造、 思路思考等情况ꎮ 请文字综

合能力强的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优秀志愿者

做兼职信息员ꎬ 及时反映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情况ꎮ 请 ４２ 家省文明委成员单位联络员做

兼职信息员ꎬ 及时反映各单位各行业创建

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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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扩大协同圈ꎮ 与省报、 省电视台、 东

北网和人民网黑龙江频道、 新华网黑龙江频道

等媒体记者建立信息协作圈ꎬ 定期交流ꎬ 信息

共享ꎮ ２０１５ 年与省属媒体共享 «大力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 等 ８ 篇信息ꎬ 与人民网黑龙江频道

等共建 «图说道德模范» 等栏目ꎮ 调动社会各

方面 “微力量” 做实线下信息工作ꎬ 有效拓展

了信息传播广度ꎮ
三、 完善 “微机制”ꎬ 促进互动常

态化
从制度落细落小入手ꎬ 助力信息双向互动

日常化ꎬ 保障信息工作的常态化ꎮ
一是建立信息规划制度ꎮ 实行信息年谋

划、 月规划、 周策划制度ꎮ 比如ꎬ 今年的志愿

服务信息ꎬ 一季度侧重志愿活动项目启动、 进

展ꎬ 二季度侧重 “机制的力量” 专题调研ꎬ 三

季度侧重志愿服务中心组织建设ꎬ 四季度侧重

志愿服务条例修改ꎮ ４ 月份ꎬ 按周策划了 «坚
持 “五注重”ꎬ 持续推进制度化建设» « “机制

的力量” 专题调研» «征集志愿服务调研成果»
«志愿服务高端论坛» ４ 条志愿服务信息ꎬ 做到

超前、 系统策划ꎮ
二是建立日发布日交流制度ꎮ 规定省、 市

文明办开展活动后ꎬ 信息 ２４ 小时之内同步发

布ꎬ 做到不漏报、 不迟报ꎮ 对重大信息漏报、
迟报的给予警示ꎮ

三是建立月度重点工作专报制度ꎮ 制定月

度重点工作分解表ꎬ 每月 ５ 日公布各处重点工

作、 推进措施、 责任人和完成时限ꎮ 列入月份

重点工作的ꎬ 实行信息专报制度ꎬ 由秘书处和

相关处室共同落实ꎮ
四是建立研判讲评制度ꎮ 协调全国文明城

市、 提名城市、 文明行业等共同策划信息专

题ꎬ 深度展示创建概况和重大经验ꎮ 定期讲评

基层好信息ꎬ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利用 ＱＱ 群讲评信

息 ２８ 条ꎮ
五是建立年度考核制度ꎮ 把信息工作纳入

处室考核ꎬ 信息报送刊发数量与办内评优评先

直接挂钩ꎮ 把信息工作纳入市地文明办考核ꎬ
在全省文明办主任会上通报情况ꎬ 表扬成绩突

出的单位和信息员ꎮ 目前ꎬ 黑龙江省初步健全

了组织领导、 责任分工、 分析研判、 督查考

核、 奖优罚劣五大制度体系ꎬ 信息工作已经融

入日常创建工作中ꎮ
四、 写好 “微信息”ꎬ 服务精神文明

创建
“小简报ꎬ 大文章”ꎮ 微时代写好信息ꎬ 必

须抓住时机、 把握节奏、 讲究方法ꎮ
一是把握好 “时”ꎮ 要紧贴重要时间节点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５ 年黑龙江省召开美丽乡村建设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会ꎮ 会前ꎬ 利用 ５ 天时间

联合省直媒体ꎬ 连续报道方正县经验ꎬ 刊发稿

件 ４１ 篇ꎮ 会中ꎬ 省电视台随行直播ꎬ 信息员利

用 “微平台” 即时传播动态消息ꎮ 会后ꎬ 编发

５４ 篇相关信息ꎬ 形成强大舆论磁场ꎬ 吸引 １７０
多个单位赴方正学习ꎮ

二是把握好 “度”ꎮ 要有高度、 有角度ꎮ
把省委省政府、 省文明委落实中央重大部署作

为信息工作重要内容ꎬ 用工作创新支撑信息创

新ꎮ 比如ꎬ 省委省政府提出 “坚持三高标准、
建设美丽乡村”ꎬ 省文明委提出 “推进三项行

动、 打造都市文明圈和六条文明示范带” 的总

体布局等ꎬ 都及时总结报送ꎬ 推动了这些思路

部署在基层广泛传播ꎮ
三是把握好 “效”ꎮ 要推进信息成果应用

转化ꎮ 近年来ꎬ 持续总结黑龙江省省级资金扶

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经验ꎬ 相继推出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模式、 开展明德守礼 “六个一”
活动、 心理健康热线管理相关信息ꎬ 引导基层

建好更要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一些重要信息

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ꎬ 转化为党委政府文件

规章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以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

了 «创建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美丽乡村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ꎬ 省政府把发挥 “智慧志

愿支持系统” 作用写入了 «关于促进慈善事业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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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明办

建好管好用好简报　 助推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ꎬ 浙江省文明办紧紧围绕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实际ꎬ 创新信息工作思路ꎬ 完善信息

工作网络ꎬ 提高信息工作水平ꎬ 在全面反映精

神文明建设的新做法新经验、 宣传浙江文明形

象、 服务领导决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具

体做法是:
一、 高站位、 定原则、 建机制ꎬ 抓好

制度保障
一是高站位ꎮ 坚持将简报信息工作摆在突

出位置ꎬ 要求 “像抓中心工作一样抓信息简报

工作”ꎬ 进一步明确简报信息工作的职责要求

和科学定位ꎬ 努力在思想性、 针对性、 实效性

上下功夫ꎮ 围绕年度重点工作ꎬ 办领导每年就

简报信息工作亲自点题ꎬ 强调要站在讲政治、
看全局的高度ꎬ 全力做好信息简报工作ꎮ 正是因

为高站位、 严要求ꎬ 浙江的简报信息工作才能做

到吃透上情、 摸清省情、 读懂民情ꎬ 全面及时准

确反映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动态ꎬ 不断增强

简报信息服务决策、 指导工作的能力和水平ꎮ
二是定原则ꎮ 包括三个工作原则: 时效性

原则ꎬ 及时登载中央、 省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工作信息ꎬ 及时反映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

工作动态、 工作经验ꎬ 让文明的声音得到广泛

传播ꎮ 示范性原则ꎬ 依托信息简报ꎬ 搭建起交

流沟通精神文明建设做法经验的平台ꎬ 分析研

究各地特色活动和亮点工作ꎬ 充分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ꎬ 由点带面带动全省工作ꎮ 指导性原

则ꎬ 推动一些有现实价值的信息转化为政策文

件ꎬ 推动信息成果向实践成果转化ꎬ 更好地指

导工作实践ꎮ
三是建机制ꎮ 包括三个机制: 考核激励机

制ꎬ 制定 «浙江省文明办系统信息工作考核办

法»ꎬ 将考核结果与文明城市创建、 年度个人

先进等评选挂钩ꎬ 有效激发各地参与简报信息

工作的热情ꎮ 工作提示机制ꎬ 根据中央和省文

明委的阶段性工作安排ꎬ 认真梳理当年、 当

季、 当月重点工作ꎬ 列出每阶段信息编报的方

向和内容ꎬ 定期编发报送提示ꎮ 信息审核机

制ꎬ 严格规范信息采编流程和信息来源ꎬ 每条

信息都经过采编人员初审、 责任编辑复审ꎬ 重

大信息报请办领导审定ꎬ 确保信息简报及时准

确权威ꎮ
二、 建队伍、 广取材、 抓节奏ꎬ 夯实

工作基础
一是建队伍ꎮ 建立以省文明办各职能处室

和各市、 县 (市、 区) 文明办为主力ꎬ ４５ 家省

文明委成员单位及近万家各级文明单位积极参

与的骨干信息员队伍ꎬ 形成上下贯通、 内外结

合的信息工作网络ꎮ 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信息工

作培训会ꎬ 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现场授课ꎬ 从

信息和评论的选题撰写、 特色挖掘、 典型提炼

等方面进行讲授ꎬ 着力提高信息员、 通讯员、
评论员对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的理解、 认识和撰

写水平ꎮ
二是广取材ꎮ 我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五个

方面: 中央、 省召开的重大会议、 领导讲话和

重大活动信息ꎻ 各市、 县 (市、 区) 文明办的

工作动态、 调研报告等ꎻ 各部门精神文明建设

的动态成果展示ꎻ 省文明办各职能处室重大活

动的信息专报ꎻ 信息员、 文明网通讯员、 网评

员报送的信息及评论文章等ꎮ 通过及时收集、
加工、 整理各个渠道信息ꎬ 确保信息来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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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取材广泛ꎮ
三是抓节奏ꎮ 指导各地市各有关部门紧跟

工作节奏ꎬ 认真梳理当年主要工作ꎬ 分阶段列

出每一个阶段编报信息的主要内容和方向ꎬ 要

求信息员主动参与相关业务工作并做好信息材

料的收集整理ꎬ 把握信息报送最佳时机ꎮ 对时

效性强的节点性活动ꎬ 要求各地市在活动结束

后即编报发送相关信息ꎬ 既及时反映情况ꎬ 又

营造了舆论氛围ꎮ
三、 抓重点、 报热点、 显特点ꎬ 提高

信息质量
信息简报能否出彩ꎬ 关键在于内容是否具

有吸引力ꎮ 为此ꎬ 我们努力把握重点、 聚焦热

点、 突出特点ꎬ 不断增强简报信息的吸引力ꎬ
提高信息质量ꎬ 确保信息采用率ꎮ

一是抓重点ꎮ 抓好简报信息工作ꎬ 首先要

吃透精神ꎬ 把握重点ꎮ 要求信息员及时学习领

会中央和省委重要会议精神、 领导重要讲话精

神和重点工作重要活动精神ꎬ 经常研究和思考

中央的要求、 指示ꎬ 分阶段报送工作中取得的

成效、 出现的情况、 存在的问题等ꎮ 同时ꎬ 与

中央文明办保持经常性沟通ꎬ 了解重点工作安

排ꎬ 做到重点信息重点报送、 及时报送ꎮ

二是报热点ꎮ 信息反映热点ꎬ 是信息工作

的生命力所在ꎮ 及时、 准确、 全面地组织好

热点信息的撰写报道ꎬ 既总结经验、 创新举

措、 突出成效ꎬ 又分析带有倾向性、 普遍性

的问题ꎬ 为领导献计献策ꎬ 为政策查缺补漏ꎬ
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大局提供有益参考和实

践指导ꎮ 同时ꎬ 认真研读中央文明办的每一

份简报ꎬ 从中发现上级近期关注的热点ꎬ 学

习兄弟省 (区、 市) 的经验ꎬ 不断开阔思路ꎮ
三是显特点ꎮ 经常以专报、 专题、 评论的

形式ꎬ 呈现浙江精神文明建设的动态成果ꎮ 如

以专报形式ꎬ 先后编报了 «颁布实施 (浙江省

公民道德建设纲要) » «深化内涵拓展领域完

善机制———浙江省全面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向纵

深发展» «传承好家训好家风培育好民风好社

风———浙江省广泛深入推进好家风建设» «健
全机制ꎬ 强基固本———浙江省扎实推进文明旅

游工作» «浙江义乌实施 “摇响拨浪鼓同圆

中国梦” 工程»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抓实农村

精神文明» 等一大批反映浙江特色品牌和亮点

的工作信息ꎬ 集中展示了浙江近年来精神文明

建设的丰硕成果ꎬ 彰显了浙江精神文明建设鲜

明的地域特色ꎮ

湖南省文明办

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千里眼” 和 “顺风耳”

近年来ꎬ 湖南省文明办将简报信息作为推

动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有效手段ꎬ 紧紧围绕精神

文明建设中心任务ꎬ 努力在增强权威性、 时效

性、 针对性和指导性上下功夫ꎬ 取得了一定成

效ꎮ 主要做法是:
一、 领导高度重视
湖南精神文明建设系统上下高度重视简报

信息工作ꎮ
一是专门安排部署ꎮ 每年省文明委全会都

要对精神文明建设简报信息工作作出专门部

署ꎬ 强调要积极向中央文明办报送我省工作经

验ꎮ 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省文明委副主任

多次强调要做好简报信息工作ꎬ 及时了解中央

重大行动、 主要会议安排ꎬ 及时关注省内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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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ꎬ 做好信息服务ꎬ 为领导决策部署提供

参考ꎮ
二是亲自点题把关ꎮ 省文明委领导多次出

题目、 出思路ꎬ 今年以来我省在中央文明办

«精神文明建设» 简报刊发 «湖南推动核心价

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湖南明确深化精神文明

建设四个着力点» 等经验材料ꎬ 省文明委领导

均在第一时间批阅ꎮ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也亲自撰写文章ꎬ 在中央文明办 «精神

文明建设» 简报刊发了 «持续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活动着力提升城市文明水准»ꎬ 介绍文明创

建工作经验ꎬ 展示文明创建的坚强决心ꎮ
三是 配 齐 配 强 力 量ꎮ 省、 市 (州)、 县

(市、 区) 三级文明办均抽调了理论水平较高、
业务能力较强和文字功底较好的骨干力量从事

简报信息工作ꎬ 专门负责精神文明建设信息采

集、 整理和报送ꎬ 建立了全省简报信息工作

ＱＱ 群ꎬ 在线简报信息骨干人员达 １８０ 多人ꎮ
精干高效的信息员队伍为做好简报信息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ꎮ
二、 加强策划引导
省文明办在吃透上情、 摸清下情的基础

上ꎬ 加强选题策划引导ꎬ 及时梳理全省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重点与特色亮点ꎬ 通过提供 “高附

加值” 的简报信息ꎬ 不断增强推动工作的

能力ꎮ
一是主动吃透上情ꎮ 中央文明委、 中央文

明办部署重要工作或印发重要文件后ꎬ 省文明

办第一时间组织学习传达ꎬ 并作为简报信息工

作的主攻方向ꎬ 向全省下发简报信息工作提

示ꎬ 指导全省精神文明战线有的放矢开展工

作、 总结工作、 展示工作ꎮ 比如ꎬ 年初全国文

明办主任会议召开后ꎬ 我们及时下发简报信息

工作提示ꎬ 引导各地将工作重心统一到中央文

明办确定的 １０ 项重点工作任务上来ꎮ
二是聚焦阶段重点ꎮ 每个时期、 每个阶

段ꎬ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都会有不同的重点ꎮ 根

据这一特点ꎬ 湖南省简报信息工作在内容选

择、 主题策划上主动跟进、 积极作为ꎮ 比如ꎬ

年初湖南省文明委第二十三次全会召开后ꎬ 我

们及时总结上报材料ꎬ 在中央文明办 «精神文

明建设» 简报上刊发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在 «湖
南精神文明建设» 简报开设 “贯彻落实文明委

全会精神” 专栏ꎬ 引导全省各地围绕贯彻落实

中央、 省文明委全会精神ꎬ 结合当地实际ꎬ 理

清工作思路ꎬ 加强谋划部署ꎬ 明确全年工作任

务ꎬ 起到了较好效果ꎮ
三是挖掘特色亮点ꎮ 注重发掘全省各地精

神文明建设特色活动和亮点工作ꎬ 遴选有推广

价值的案例ꎬ 通过 “解剖麻雀” 式的调查研

究ꎬ 寻找带有规律性和可复制的经验ꎬ 推动业

务工作ꎮ 比如ꎬ 浏阳市连续多年以 “幸福屋

场” 建设为载体ꎬ 协调指导乡贤实行协商式自

治ꎬ 把农村屋场打造成村民自治、 交往、 娱

乐、 学习的平台ꎬ 走在了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前列ꎮ 省、 市文明办及时组成联合调研组深

入实地考察ꎬ 掌握第一手资料ꎬ 撰写了质量较

高的调研报告ꎬ 通过专辑形式印发各地各部

门ꎬ 启发基层借鉴探索ꎬ 较好地发挥了 “幸福

屋场” 经验的示范带动作用ꎬ 中央文明办 «精
神文明建设» 简报也刊发了浏阳市工作经验ꎮ

三、 完善工作制度
规范化和制度化是简报信息工作顺利开

展、 提高水平的重要保障ꎮ
一是建立分析研判制度ꎮ 省文明办综合调

研处根据工作需要定期下发信息要点提示ꎬ 帮

助信息员了解掌握信息需求重点ꎮ 定期对收集

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分析研判ꎬ 对有价值的信

息ꎬ 要求上报单位进行深度挖掘ꎮ 有时还根据

工作需要ꎬ 向相关单位主动约稿ꎮ
二是建立信息采编制度ꎮ 对简报信息报送

渠道、 报送内容、 报送方式、 送签、 印发等做

出明确规定ꎬ 要求原始稿件有撰写人、 有联系

方式、 有部门印章ꎬ 简报成稿有领导签字、 有

校核把关ꎮ
三是建立考评通报制度ꎮ 将简报信息工作

纳入文明创建目标考核内容ꎬ 统计排名各市州

和省直有关单位信息采用情况ꎬ 并在全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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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通报ꎬ 使简报信息工作从 “软任务” 变

成 “硬指标”ꎮ
四、 注重创新发展
不断创新发展是简报信息工作的生机和活

力所在ꎮ
一是创新思维观念ꎮ 主动顺应信息时代的

新要求ꎬ 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ꎬ 自觉适应新兴

媒体平等交流、 互动传播的特点ꎬ 明确提出了

打造 “网上文明办”、 做大做强湖南文明网等

工作思路ꎬ 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本质上就是

群众工作ꎬ 群众上网了ꎬ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

要上网ꎬ 有针对性地提供符合时代要求、 用户

所需和即时快捷的信息产品ꎮ

二是创新传播方式ꎮ 有相对固定的简报ꎬ
也有根据工作需要编写的专报ꎻ 有传统纸质版

的信息简报ꎬ 也有湖南文明网、 湖南志愿服务

网和 “文明湖南” “锋蜜罐子” 微信公众号等

信息发布渠道ꎬ 努力形成全方位、 全时段、 立

体化展现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动态的大宣传

格局ꎮ
三是创新选题内容ꎮ 注重围绕政府关注、

社会关切、 群众关心的精神文明建设重大问

题ꎬ 审视观察新形势、 捕捉研究新状况、 提出

新思想新观点ꎬ 努力做到信息稿件思想性、 针

对性、 指导性、 实效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ꎮ

重庆市文明办

创新工作机制　 提高信息质量

近年来ꎬ 重庆市文明办认真落实中央文明

办工作部署ꎬ 将简报信息与调查研究紧密结

合ꎬ 在题材选择、 信息内容、 保障机制上做足

文章ꎬ 推动信息工作呈现规范、 高效、 常态的

良好局面ꎮ 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 坚持有的放矢ꎬ 注重精准选题
做好信息工作ꎬ 选准主题是基础ꎮ 我们注

重需求引导ꎬ 打通信息供给侧和需求侧对接渠

道ꎬ 以敏锐的眼光、 敏感的触角、 敏捷的反

应ꎬ 及时将基层实践中的 “新鲜菜” 端上桌ꎬ
切实提高信息稿件采用率ꎮ

一是突出重点选题ꎮ 坚持上接 “天线”、
下接 “地线”ꎬ 紧扣中央重大决策、 市委重要

部署ꎬ 抓住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ꎬ 积极报送

上级需要、 领导关注的信息ꎮ 近年来ꎬ 志愿服

务工作成为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

手ꎬ 我们围绕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这个重大主

题ꎬ 及时报送了 «重庆着力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 «重庆大渡口区着力推进党员志愿服务»
«重庆多管齐下深推志愿服务工作» 等稿件ꎬ
均被采用ꎮ

二是聚焦热点选题ꎮ 关系人们切身利益的

问题ꎬ 始终是党和政府、 人民群众关注的热

点ꎮ 随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ꎬ 我国吹

响了决胜全面小康的号角ꎬ 脱贫攻坚成为各级

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ꎬ 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围绕

扶贫脱贫这个中心任务ꎬ 做了大量辅助性、 服

务性工作ꎮ 在此基础上ꎬ 撰写了 «城口志愿服

务点亮精准脱贫路» 一文ꎬ 不仅得到多位市领

导批示肯定ꎬ 还被市扶贫办作为专题研究ꎮ
三是围绕难点选题ꎮ 简报信息是搜集意见

的 “情报部”ꎬ 也是反映问题的 “预警器”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围绕 “基层工作加强年” 主题ꎬ 特别

针对那些制约事业发展的 “卡脖子” 问题ꎬ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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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 «培育乡贤文化建设美丽乡村» «重庆万

州区武陵镇打造文化古镇宜居古镇» «潼南区

创新留守儿童关爱方式» «涪陵区构建 “乡愁

教育” 体系助力农村发展» 等反映基层工作经

验的稿件ꎬ 被中央多家简报采用ꎮ
二、 坚持精益求精ꎬ 着力提高质量
质量是信息的生命ꎮ 树立精品意识ꎬ 强化

实践导向ꎬ 坚持内容为王、 质量第一ꎬ 对标

题、 文字等信息要素进行精深加工ꎬ 努力让每

一篇信息都有 “看头”、 有 “嚼头”ꎮ
一是立题避大求小ꎮ “看书先看皮ꎬ 看报

先看题ꎮ” 一篇好的信息ꎬ 不仅要有小而准的

主题ꎬ 还要有小而美的标题ꎮ 我们摒弃大而不

当的标题ꎬ 对每一篇信息的大小标题反复琢

磨、 多次锤炼ꎬ 以尽量简短、 画龙点睛的文

字ꎬ 将文章精义完美、 完整地呈现出来ꎮ 比

如ꎬ 在 «重庆以固化符号点亮 “我们的节

日” » 一文中ꎬ 分别以 “固化节日的地标符

号ꎬ 建设有影响的传播阵地” “固化节日的文

化符号ꎬ 搭建有特色的传承载体” “固化节日

的群众符号ꎬ 形成广覆盖的生动格局” 为小标

题ꎬ 推介重庆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的

经验做法ꎬ 使人一看标题就懂得了、 记得住ꎮ
二是立意避泛出新ꎮ 针对简报信息容易

存在的泛泛而谈、 平淡无奇等问题ꎬ 我们坚

持由表及里ꎬ 层层深入ꎬ 善于从宏观角度、
理论高度思考问题ꎬ 注重挖掘独特性、 关键

性的东西ꎬ 使信息言之有物、 物有所新ꎬ 让

人想看、 愿看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重庆市文明办报送

的 «重庆微访谈拓展典型宣传途径»ꎬ 分别用

“立足草根明星、 营造微小场景、 突出简短别

致” 介绍 “微型化访谈”ꎬ 用 “小范围扩散、
微平台推送、 全媒体联动” 介绍 “立体化宣

传”ꎬ 用 “精神鼓励、 情感关怀、 定向帮扶”
介绍 “多元化激励”ꎬ 将重庆借 “好人在身

边” 微访谈创新宣传道德典型的经验做法写

出了新意ꎮ
三是立论避虚就实ꎮ “虚” 是信息的 “硬

伤”ꎬ 主要表现为内容失实、 表述失准等ꎮ 我

们坚持真实、 准确原则ꎬ 力戒雾里看花、 言过

其实ꎬ 通过信息建睿智之言、 献务实之策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重庆市文明办报送的 «重庆以 “五大

理念”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用平实的文

字ꎬ 阐述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

展理念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ꎬ 介绍了重

庆在增强创建实效、 推动城乡一体、 倡导节俭

风尚、 形成创建活力和彰显创建为民等方面的

举措ꎬ 避免了泛泛而论和空洞说教ꎮ
三、 坚持又好又快ꎬ 强化制度保障
简报信息要写得好、 出得快ꎬ 必须依靠

制度管长远、 管根本ꎮ 我们积极探索创新ꎬ
逐步形成了一套覆盖信息采、 写、 编、 报、
用等环节的工作机制ꎬ 实现信息工作由 “求

量” 向 “求质” 转变、 由 “跟跑” 向 “领

跑” 跨越ꎮ
一是构建信息采编的网络体系ꎮ 精心选择

一批基础扎实、 特色鲜明的工作单位ꎬ 在 ３８ 个

区县建立简报信息直报点ꎬ 在 ４３ 个文明委成员

单位建立信息报送点ꎬ 形成纵横交错、 辐射带

动的信息报送网络ꎮ 组建一支以精神文明战线

领导干部为骨干、 以网络文明评论志愿者为补

充的信息队伍ꎬ 每年对全市信息工作人员轮训

一遍ꎮ 采取日常收集、 预约采编、 热点跟踪、
重点求索、 综合处理等办法ꎬ 通过走下去、 请

上来等形式ꎬ 开展经常性、 针对性的蹲点调

查、 座谈交流ꎬ 及时发现推介基层特色亮点

工作ꎮ
二是制定改进文风的实施办法ꎮ 中央文明

办简报信息具有 “观点鲜明、 标题精短、 条理

清晰、 文字平实” 等风格ꎬ 对我们撰写信息、
报送稿件起到很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ꎮ 我们出

台了 «关于进一步改进文风的试行办法»ꎬ 大

力提倡 “短、 实、 新” 的文风ꎬ 并认真贯彻到

每一篇稿件信息中ꎬ 力争平中见奇、 陈中出

新ꎬ 力求用生活化、 形象化的表述方式和最简

短、 最准确的文字ꎬ 让读者看得进去ꎮ 我们还

制定了简报信息成果转化机制ꎬ 拓展成果转化

渠道ꎬ 实现 “他山之石ꎬ 为我攻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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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实行量化考核的奖惩机制ꎮ 将简报信

息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年度考核指标体系ꎬ
写进市文明委工作要点ꎬ 与业务工作一同部

署、 一同考核ꎬ 要求全市各区县、 文明委各成

员单位和文明办各处室每季度至少报送 ２ 篇典

型经验稿件ꎮ 建立简报信息工作季度通报制

度ꎬ 以市文明委名义通报各单位简报信息报送

及采用情况ꎮ 实行优稿优酬ꎬ 每年评出 ２０ 篇优

秀信息ꎬ 在全年信息工作培训会上颁发荣誉证

书进行表扬ꎬ 并额外给予每篇 １０００ 元的稿酬

激励ꎮ
下一步ꎬ 以此次培训班为契机ꎬ 重庆市文

明办进一步在快出稿、 出好稿上下功夫ꎬ 在简

报信息发挥作用、 推动工作上下功夫ꎬ 实现

“以工作带信息ꎬ 以信息促工作”ꎮ

陕西省文明办

充分发挥简报信息作用
努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在工作实践中ꎬ 陕西省文明办把简报信息

作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载体和

抓手ꎬ 摆上重要位置ꎬ 采取有力措施ꎬ 取得明

显成效ꎮ
一、 建立激励机制ꎬ 鼓励全员参与
将各市简报信息工作纳入 «陕西省文明办

系统考核办法»ꎬ 纳入创建省级文明单位、 文

明机关、 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考核内容ꎬ 强化

各市、 县 (区) 利用简报信息推动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对内部各处室也布

置了简报信息工作任务ꎮ 印发 «关于加强信息

报送工作的通知» 和 «宣传及信息报送工作实

施办法»ꎬ 对简报信息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奖

励措施ꎬ 每年召开总结表彰会议ꎬ 对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进行表

彰奖励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全省利用简报和文明

网共发布稿件 ５０００ 多条ꎬ ９００ 多家各类文明单

位获得信息加分ꎮ 省文明办表彰了 ７ 个信息报

送工作先进市、 县ꎬ １４ 个信息报送工作先进单

位ꎬ ２５ 个信息工作先进个人ꎮ

二、 加强培训指导ꎬ 提升信息质量
连续三年举办简报信息工作专题培训班ꎬ

请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 高校新闻传播领

域专家学者、 媒体从业人员就新闻写作、 简报

信息、 网络宣传等工作进行系统培训ꎬ 并进行

经验交流ꎬ 让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信息员学到了知识、 开阔了视野、 增强

了责任ꎮ 印发 «信息员发稿规范»ꎬ 对信息报

送要点、 稿件标题、 正文内容等作出明确规

定ꎮ 开展优秀调研报告、 优秀稿件评选点评和

展示活动ꎬ 为各地报送简报信息提供范例和样

本ꎮ 通过这三项举措ꎬ 简报信息报送质量有了

明显提升ꎮ
三、 建设网络平台ꎬ 畅通信息渠道
在简报信息工作中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ꎬ

拓宽信息来源ꎬ 发现基层亮点ꎬ 扩大宣传覆盖

面ꎮ 我们开发建设 “陕西省文明创建常态化管

理系统”ꎬ 对全省 ２０００ 多家文明单位的工作信

息全掌握ꎮ 开发建设 “陕西省乡村学校少年宫

管理系统”ꎬ 对全省 ３９０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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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一目了然ꎮ 开发建设

“陕西省评优推先投票系统”ꎬ 把 “道德模范”
“陕西好人” “中国好人” 的事迹 “一网打

尽”ꎮ 建立陕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交流 ＱＱ 群ꎬ
第一时间把各地的创新亮点工作汇集到省文明

办简报编辑部ꎮ 这些平台的建设ꎬ 使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信息得到快速汇聚、 整理、 提炼

和传播ꎬ 为办好高质量的简报提供了很好的

帮助ꎮ
四、 注重策划引导ꎬ 指导推动工作
围绕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开设五类专

栏ꎬ 分别是文明创建、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 “厚德陕西” 建设、 “好人推荐” 和

“道德模范巡回报告” 工作、 未成年人工作ꎬ
定期刊发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工作进展和成

效ꎮ 工作中ꎬ 我们注重综述性宣传和规律性总

结ꎬ 定期下发信息报送提示ꎬ 引导各地各有关

部门既能推动工作创新、 提升工作水平ꎬ 又能

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 供省内其他地市

学习借鉴ꎮ
简报信息工作是开展调查研究、 沟通情

况、 交流经验、 服务决策、 推动工作的有效载

体ꎮ 在互联网、 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ꎬ 简报

信息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一是服务和推动工作决策ꎮ 通过简报这个

平台能够很好地调查研究ꎬ 为领导科学决策提

供依据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陕西省文明办开

展了近一年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大调研ꎬ 提出

开展系列公民道德实践活动的建议和想法ꎬ 向

省委报送简报信息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省委办公厅

下发了 «关于开展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活动

的实施意见»ꎬ 提出实施立德、 尚德、 遵德、
载德、 润德、 弘德 “六德” 工程ꎬ 全面提高公

益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成为我省道德建

设的龙头和品牌工程ꎮ
二是探索和推广工作方法ꎮ 通过简报ꎬ 能

够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好经验好做法ꎬ 进而提炼

指导全省的工作方法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深入调研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现状ꎬ 总结基层的工作实

践ꎬ 依托现有农家书屋、 广播室等文化阵地ꎬ
结合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载体ꎬ 设计了民风建

设 “十个一” 的新工作载体ꎬ 使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有抓手、 能着力、 接地气ꎮ 通过简报大力

推广了平利县、 城固县的做法ꎬ 现在全省 ２０ 个

省级重点示范县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ꎬ 农村

环境越来越美ꎬ 村风民风和社会风气不断向上

向好ꎮ
三是拓展和扩大工作影响ꎮ 简报是一个很

好的上情下达、 下情上传的平台ꎬ 对扩大工作

影响、 加强对外宣传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ꎮ 比

如ꎬ 过去我省志愿服务工作相对平淡ꎬ 亮点不

多、 品牌不响ꎮ 为此ꎬ 陕西省文明办一方面积

极创新工作举措ꎬ 用硬举措推动全省志愿服务

深入发展ꎬ 另一方面注重挖掘总结ꎬ 通过简报

持续宣传推介志愿服务有效经验ꎬ 在全国志愿

服务工作中叫响了我们自己的品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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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明办

认真做好简报信息工作
充分发挥简报信息功能

上海市文明办多年来坚持做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简报信息工作ꎬ 年初有计划、 季度

有交流、 年底有总结ꎬ 充分发挥了简报信息在

推广典型、 交流经验、 沟通情况、 促进工作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一、 加强领导ꎬ 使简报更好地指导工

作、 沟通信息
一是领导重视ꎬ 落实保障ꎮ 上海市委宣传

部和市文明办领导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简报信息工作ꎬ 多次强调做好这项工作的

重要意义ꎬ 并经常通过审阅简报了解基层情

况、 提出工作要求ꎮ 为办好简报ꎬ 市文明办在

人财物等方面建立保障制度ꎬ 落实专人负责简

报的采写、 编辑ꎬ 每年有专项经费用于简报的

印制、 发放ꎬ 年底将简报汇编成册ꎬ 供有关部

门学习交流ꎮ 据统计ꎬ 目前已累计编发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简报 ２００ 多期ꎬ 平均每年

近 ３０ 期ꎬ 仅 ２０１５ 年一年中央文明办就摘编采

用了 ７ 篇信息ꎮ
二是定期交流ꎬ 提升水平ꎮ 我们通过各种

渠道通报简报采编情况ꎬ 年底进行优秀简报信

息评选ꎬ 表扬激励先进ꎬ 同时邀请专家对全年

简报进行点评指导ꎬ 提高通讯员的信息采写能

力ꎮ 每季度的区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例会ꎬ 我们都要开展简报信息交流ꎬ 介绍稿件

报送和采编情况ꎬ 请优秀撰稿者介绍写作经

验ꎮ 围绕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 精神ꎬ 我们主

动减少期数ꎬ 精简文字ꎬ 进一步增强了简报服

务基层、 交流沟通的作用ꎮ
三是服务全局ꎬ 推进工作ꎮ 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涉及方方面面ꎬ 是一项系统工程ꎮ 上

海市文明办坚持牵头协调、 全面推进的理念ꎬ
使简报信息既反映文明办、 教育部门的工作情

况ꎬ 也展示政法、 文化、 广电和团委、 妇联等

部门的工作成效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我们用 ５ 期简报分

别刊发未成年人法律保护、 加强青少年文化市

场监管、 扶植优秀青少年文艺作品、 发挥家庭

教育作用、 创新团队活动方法等方面的内容ꎬ
得到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的重视ꎬ 社会反响

良好ꎮ
二、 突出重点ꎬ 着力反映基层的鲜活

实例、 典型经验
一是围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点任

务ꎬ 反映基层工作情况ꎮ 每年第一期简报主

要编发中央文明办的有关工作部署和上海的

年度工作计划ꎬ 第一季度简报集中反映各区

县部署落实工作的情况ꎬ 以此突出全年重点ꎬ
沟通信息ꎮ 高度重视刊发中央文明办领导的

讲话精神和上海市有关负责同志的工作要求、
任务部署ꎮ 去年的简报主要从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未成年人活动阵地建

设、 完善各类机制三方面反映基层工作情况ꎮ
２０１５ 年上海创设 “少年中国梦” 励志讲堂ꎬ
分别以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为主题ꎬ
邀请社会知名人士讲课ꎬ 并在电视台、 网站

录播ꎬ 简报配合编发了相关信息ꎬ 起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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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效果ꎮ
二是围绕重要时间节点活动ꎬ 反映基层

工作情况ꎮ 每年的清明祭英烈、 六一 “学习

和争做美德少年”、 七一 “童心向党”、 十一

“向国旗敬礼”ꎬ 以及寒暑假ꎬ 既是开展未成

年人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时段ꎬ 也是简报信

息宣传报道的主要节点ꎮ 我们要求通讯员深

入实际ꎬ 及时、 准确地采写基层开展工作的

情况ꎬ 努力发现基层工作的新举措新亮点ꎮ
围绕国家重大活动开展的教育实践ꎬ 也是我

们简报信息的重点ꎮ 比如结合庆祝建国 ６５ 周

年和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ꎬ 我们在简报及时

刊载引导未成年人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 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经验做法ꎬ 为活动营造了

浓厚氛围ꎮ
三是围绕基层一线创新创造ꎬ 反映基层

工作情况ꎮ 学校少年宫建设是近年来基层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ꎮ 如何使这

项工作常抓常新ꎬ 促进学校少年宫建设深入

发展ꎬ 既是市文明办面临的重要议题ꎬ 也是

简报重点反映的内容ꎮ 去年简报重点报道了

建立学校少年宫联盟ꎬ 以及开展活动等情况ꎬ
相关稿件被中央文明办未成年人简报采用ꎮ
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建设是近年上海各街镇

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载体ꎬ 也是

上海进行高考改革试点ꎬ 对学生进行综合素

质评价的基础工作ꎮ 我们通过简报反映学生

社区实践指导站在岗位设置、 考核办法、 运

作制度、 实际成效等方面的试行情况ꎬ 为各

街镇相互学习提供了借鉴ꎮ

　 　 三、 不断创新ꎬ 全面展示上海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进展成效
一是新设栏目ꎬ 拓展简报采写编辑内容ꎮ

随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不断深入ꎬ 简

报原来的 “工作交流” 和 “工作动态” 栏目已

不足以反映工作中的新情况、 新问题、 新成

效ꎮ 为此ꎬ 我们增设了 “微型调查” “专家指

导” “实践探索” 等栏目ꎮ 去年ꎬ 在 “微型调

查” 栏目编发的 “本市开展未成年人学习与生

活时间调查” “上海首次发布未成年人成长发

展指数” 等报告ꎬ 得到中央文明办的重视ꎬ 相

关信息在中央文明办简报转发ꎮ
二是拓展平台ꎬ 借助网络扩大简报信息影

响ꎮ 在简报信息工作中ꎬ 我们重视抓好网络技术

的运用ꎬ 每期简报既印制纸质文件ꎬ 发送相关部

门和基层单位ꎬ 也通过上海文明网开设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教育简报专设窗口ꎬ 及时对外发布ꎮ
今年ꎬ 我们还将联合东方网ꎬ 创设 “东方少年

网”ꎬ 推送简报内容ꎬ 增强宣传力度ꎮ 上海浦

东、 徐汇、 长宁、 静安、 杨浦等区在中国文明网

开设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简报信息窗口ꎬ
及时发布本地工作情况ꎮ 各学校在主题实践活

动中ꎬ 也积极运用互联网和 ＱＱ 群发布信息、 发

表学习体会文章ꎬ 推动活动开展和信息传播ꎮ
上海市未成年人简报信息工作在中央文明

办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 但是还存在不

少短板ꎮ 在今后的工作中ꎬ 我们将按照中央文

明办的要求ꎬ 认真落实本次培训班的有关精

神ꎬ 学习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ꎬ 取长补短、 扬

长避短ꎬ 进一步提高简报工作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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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文明办

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强简报信息工作

江苏省文明办紧紧围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ꎬ 用简报信息准确及时地反映工作的新情

况、 新进展、 新成果ꎬ 在中央文明办未成年人

简报的刊稿量多年来位居前列ꎮ
一、 围绕中心选角度
简报名 “简”ꎬ 但做好并不简单ꎮ 只有围

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把握重点、 找准热点、 选

好亮点ꎬ 才能充分发挥总结经验、 宣传典型、
推动工作的作用ꎮ

一是抓 “重点”ꎮ 围绕贯彻中央文明委安

排部署ꎬ 我们将简报信息工作聚焦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工作、 重点任务、 重点环

节ꎬ 及时采集报送工作进展、 任务落实情况ꎬ
特别是反映工作创新的经验做法ꎮ 比如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我的中国梦” 教育实践、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等ꎬ 都结合江苏工作实

际ꎬ 有针对性地组织信息报送ꎬ 增加 “命

中率”ꎮ
二是抓 “热点”ꎮ 我们围绕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 关爱留守流动儿童、 净化文化环境

等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ꎬ 坚持深入基层一

线ꎬ 加强调查研究ꎬ 做好选题策划ꎬ 挖掘反映

基层的设想、 计划、 措施和方法ꎬ 认真加以提

炼ꎬ 既为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ꎬ 又为理清思

路、 推动工作深入打好基础ꎮ
三是抓 “特点”ꎮ 我们突出地方特色ꎬ 积

极寻找和捕捉江苏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亮

点ꎬ 推动形成工作品牌ꎮ 比如针对 “八礼四

仪” 养成教育、 诗教乐教等特色工作ꎬ “缤纷

的冬日” “七彩的夏日” 等品牌活动ꎬ 校外教

育阵地建设管理办法、 未成年人工作项目化管

理办法等体制机制创新ꎬ 及时探索总结ꎬ 集中

采编报送ꎬ 力求经验做法真、 新、 实ꎬ 在省内

乃至全国收到良好反响ꎮ
二、 丰富渠道拓稿源
做好简报信息工作ꎬ 必须要有稳定充足

的稿件信息源ꎬ 才能避免出现忽冷忽热、 时

紧时松的现象ꎬ 实现保证数量、 提升质量的

目标ꎮ
一是稳定来源ꎮ 我们明确每个省辖市和

省直有关部门每周至少上报 １ 条信息ꎬ 各单

位在本地区本部门内部提出相应报送要求ꎮ
同时ꎬ 建立纵向到市、 县 ( 市、 区 ) 文明

办ꎬ 横向到省级相关部门职能处室的信息网

络ꎬ 把信息触角延伸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的各个层面ꎬ 建立可靠、 畅通的信息

来源ꎮ
二是拓宽渠道ꎮ 运用多种方式ꎬ 文件堆里

挖信息、 翻阅材料筛信息、 讲话稿里捡信息、
领导口中理信息、 联系上下摸信息、 会议之中

捕信息、 深入基层拾信息、 利用网络选信息ꎬ
使信息来源更加多样ꎮ

三是用好媒体ꎮ 加强与新闻媒体ꎬ 特别是

与新华日报、 江苏卫视、 交汇点新闻客户端等

省级主流媒体的沟通联系ꎬ 利用媒体反馈省内

涉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最新新闻资

讯和热点ꎬ 反哺简报信息工作ꎬ 实现信息

共享ꎮ
三、 注重质量高标准
“简约而不简单”ꎬ 是撰写信息的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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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ꎮ 只有对工作素材深入加工、 提炼、 打磨ꎬ
才能写出标题醒目、 观点鲜明、 层次清楚、 文

字精练的好信息ꎮ
一是坚持选题 “小”ꎮ 要求信息稿件大处

着眼、 小处入手ꎬ 找准切入口和突破口ꎬ 注

重聚焦一个点、 推介一个典型ꎬ 反映最重要、
最有价值的东西ꎮ 比如ꎬ 我们在中央文明办

简报上刊发的 «南京开展未成年人节俭教育

行动»ꎬ 从节俭养德这个 “小切口”ꎬ 诠释了

推动未成年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个 “大主题”ꎬ 用 “小题目” 做好 “大

文章”ꎮ
二是坚持立意 “高”ꎮ 要求信息的采集报

送找准基点、 突出重点ꎬ 做到定位准、 内容

实、 导向正ꎬ 以真正发挥交流经验、 总结规

律、 指导工作的作用ꎮ 比如ꎬ 我们在中央文明

办简报上刊发的 «镇江运用 “养正学堂” 加强

文明礼仪养成教育»ꎬ 讲述了镇江建设 “养正

学堂” 开展 “八礼四仪” 教育的做法ꎬ 对示范

带动全省各地建立文明礼仪传习所、 展示馆、
体验中心等产生了积极作用ꎮ

三是坚持文字 “精”ꎮ 信息的优势之一是

“短、 平、 快”ꎮ 我们要求对每一篇上报的信息

细酌精磨、 反复锤炼ꎬ 力求言简意赅、 文约事

丰ꎬ 尽量压缩 “水分”ꎬ 力争用精炼的文字传

播有内涵的事实ꎬ 表达有价值的观点ꎮ
四、 建立机制利长远
面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发展的形

势ꎬ 做好简报信息工作必须加强制度建设ꎬ 强

化协调合作ꎬ 最大限度整合资源、 形成合力ꎮ

一是建立预约制度ꎮ 结合工作实际ꎬ 对照

中央文明委年度安排ꎬ 按照时序进度每季度向

全省各地和有关部门印发信息报送要点和需求

提示ꎬ 主动约稿ꎻ 对阶段性重大部署、 重要会

议和重点活动ꎬ 提前发出信息报送要求ꎬ 以便

各地掌握采编重点ꎬ 有针对性地写稿送稿ꎬ 提

高信息的采用率ꎬ 实现从 “被动” 等稿向 “主
动” 约稿转变ꎮ

二是建立会商制度ꎮ 每月省委宣传部、 省

文明办办公会结束后ꎬ 结合月度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要点ꎬ 安排近期选题及报送任

务ꎮ 对重要选题及时召开处室信息研判会ꎬ 通

过头脑风暴相互启发、 开阔思路ꎬ 提高指导信

息工作水平ꎬ 引导广大信息工作人员从 “二传

手” 转变为 “分析师”ꎮ
三是建立通报制度ꎮ 每个季度末ꎬ 向部办

领导、 各地文明办和有关部门以信函方式通报

上一季度信息报送和采用情况ꎮ 同时ꎬ 利用集

中活动或召开会议等时机ꎬ 通报简报信息情

况、 提出工作要求ꎮ 每年年初将上一年度在中

宣部、 中央文明办以及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刊发的稿件汇编成册ꎬ 下发全省各地和有关部

门ꎬ 帮助大家了解情况ꎬ 增强做好信息工作的

动力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按照中央文明办要求ꎬ 积

极贯彻落实本次培训班精神ꎬ 借鉴兄弟省份的

成功经验ꎬ 坚持求真务实ꎬ 积极改进创新ꎬ 树

立更高标杆ꎬ 努力推动我省简报信息工作再上

新台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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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文明办

着力 “四个一” 　 提升简报信息工作水平

福建省认真贯彻中央文明办部署要求ꎬ 围

绕中心任务ꎬ 紧扣工作进程ꎬ 着力在 “四个

一” 上下功夫ꎬ 不断加强和改进简报信息

工作ꎮ
一、 绷紧 “一根弦”
我们把简报信息作为了解基层、 掌握情况

的重要途径ꎬ 作为总结实践、 推动工作的重要

手段ꎬ 采取具体举措加载加压ꎬ 在大家头脑中

不断强化重视做好简报信息工作的意识ꎮ
一是抓认识提高ꎮ 纠正写信息是 “豆腐

块” “小儿科” 的认识偏差ꎬ 牢固树立 “信息

员就是情报员、 调查员、 宣传员” “抓信息也

是抓业务、 抓精品、 抓绩效” 的观念ꎬ 形成

“信息写得好、 综合能力强” 的价值导向ꎮ
二是抓过程跟踪ꎮ 把简报信息纳入日常工

作流程ꎬ 与业务工作一并布置、 一同督促、 一

起检查ꎬ 实行 “管做管写、 主办主笔” 的格

局ꎬ 促进对项目最熟悉的人动笔ꎬ 倒逼每个干

部对所承担的工作处处留心、 常常思考、 时时

跟进ꎮ
三是抓制度推动ꎮ 制定 «信息宣传工作制

度»ꎬ 对信息报送规范、 程序等作具体规定ꎬ
把简报信息工作纳入全省文明城市测评和文明

单位考评ꎬ 纳入干部岗位职责ꎬ 与单位年度绩

效考评挂钩ꎬ 使信息工作有地位、 有保障ꎮ
二、 带好 “一班人”
写信息出简报ꎬ 靠的是人、 关键在人ꎮ 抓

队伍是基础条件ꎬ 也是决定因素ꎮ 我们始终把

信息员队伍建设放在第一位ꎬ 抓好三个环节:
一是 “扩编”ꎮ 分类建立 “朋友圈”ꎬ 在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 市县区文明办设立信息员ꎬ
在各乡镇街道、 省市级文明学校、 乡村学校少

年宫、 未成年人专属服务机构以及重点工作联

系单位设立联络员ꎬ 在高校、 社科机构、 新闻

媒体以及相关社会组织聘请特约撰稿人ꎬ 做到

内刊供稿与外宣供稿来源多样、 各有侧重ꎮ
二是 “赋能”ꎮ 举办全省信息宣传工作培

训班ꎬ 信息员、 联络员集中听课、 研讨、 实

训ꎬ 提高政策水平、 责任意识、 写作技能和敬

业精神ꎮ 建立工作 ＱＱ 群和微信群ꎬ 加强信息

写作的日常交流ꎬ 以优秀稿件为案例ꎬ 组织网

上讨论、 分享收获体会ꎮ 遇有重要活动、 重点

课题或专项命题ꎬ 通过定向约稿、 协作写稿、
研讨改稿的方式组团 “打硬仗”ꎬ 以落实 “硬
任务” 锤炼 “硬功夫”ꎮ

三是 “定规”ꎮ 经过清理整顿评比达标表

彰ꎬ 保留了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信息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项目ꎬ 这是以省文明办

名义独家授予的唯一单项荣誉ꎬ 凸显信息工作

的重要地位ꎮ 实行信息工作年度积分排名ꎬ 综

合考虑供稿、 刊发、 获评好稿等要素ꎬ 名列前

茅的ꎬ 入选优秀信息员ꎬ 聘为培训讲师ꎮ 全年

“无声息” (没有供稿) 的给予警示ꎬ 两年

“不留痕” (未获采用) 的通报清退ꎮ
三、 把牢 “一道关”
品质是简报信息的价值所在ꎮ 针对简报信

息 “堆砌多、 梳理少ꎬ 记事多、 思辨少ꎬ 总结

多、 探究少” 的问题ꎬ 我们从三个方面采取措

施ꎬ 推动信息工作提高质量ꎬ 提升价值:
一是服务中心定专题ꎮ 坚持 “上接天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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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央文明委统一部署和省文明委年度中心

工作ꎬ 谋划在前、 统筹在先ꎬ 结合全年工作安

排 “出题”ꎬ 督促地方和部门结合各自工作重

点 “选题”ꎬ 年初对接、 定时定题ꎬ 分阶段盘

点、 对表对账ꎬ 使我们对推进信息工作能主

导、 更主动ꎮ
二是反映基层促落实ꎮ 强调 “下接地气”ꎬ

走进基层与当地信息员一起调研、 一起构思、
一起写稿、 一起改稿、 一起讲评ꎬ 全流程做给

基层看、 带着基层干ꎬ 用态度影响人ꎬ 用方法

带动人ꎮ 主动协调与未成年人教育相关的高等

院校、 社科机构和社会组织ꎬ 以合作或委托的

方式提要求、 出课题、 交项目ꎬ 借助专家的专

业知识和研究能力ꎬ 产出有见解、 有深度、 有

分量的文稿ꎮ
三是深入挖掘出亮点ꎮ 推动信息员到一线

在现场ꎬ 带着 “为什么” “怎么办” 去观察体

验ꎬ 在倾听和交流中求知解惑、 获得启迪ꎬ 写

出深思和建言ꎮ 强调多用群众语言ꎬ 字里行间

沾泥土、 带露珠、 冒热气ꎬ 写出特色和魅力ꎬ
努力做到 “短、 实、 新”ꎮ 订立 “三不发” 规

矩 (应景应付的不发、 作秀作伪的不发、 不明

不当的不发)ꎬ 对信息稿件中的事件、 数据、
引文进行复核ꎬ 确保真实、 准确、 鲜活ꎮ

四、 结实 “一张网”
信息只有传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才能实现最

大价值ꎮ 重视信息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向ꎬ 把

信息工作和宣传工作统筹结合ꎬ 构建由内刊、
报纸、 网站、 手机客户端等 “四条通道” 组成

的传播体系ꎬ 使各类信息按预设路径各行其

道、 有序流传ꎮ
一是面向工作系统ꎬ 提供优质信息ꎮ 在

«福建精神文明建设» 开辟专栏ꎬ 精选细编工

作动态和创新经验ꎬ 重要活动编发专辑ꎬ 重要

工作不定期编发专报ꎬ 报送中央文明办和省文

明委领导ꎮ 积极向省委办公厅 «八闽快讯»、
省委宣传部 «福建宣传» 等信息刊物供稿ꎮ

二是面向未成年人ꎬ 办好 «成长专刊»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创办了以 “孩子办、 孩子看” 为模式

的学生周报ꎬ 让中小学生写、 画、 拍ꎬ 使孩子

们的校园活动和校外生活有了稳定专业的信息

展示平台ꎬ 也为我们观察学校、 了解学生提供

了独特窗口ꎮ
三是面向社会ꎬ 办好专题网站ꎮ 整合构建

了以 “数字青少年宫” “福建文明小博客” 为

龙头ꎬ 以福建 “文明风” 未成年人频道、 地方

文明网未成年人频道以及数字科技馆、 数字博

物馆、 数字图书馆、 网上家长学校等为支撑的

数字化网络体系ꎬ 使各级各类未成年人工作的

海量信息有充分的展示空间和有效的传播

出口ꎮ
四是面向家长ꎬ 用好移动互联网ꎮ 积极抓

好 “两微一端” 运用ꎬ 推动省级以上文明市县

区的文明办开通官方微博ꎬ 年底将落实所有市

县区文明办全部开通ꎮ 依托移动互联网的传播

渠道ꎬ 适时推送家庭教育、 心理健康、 安全自

护、 阅读引导等方面的公益信息ꎬ 受到家长关

注和好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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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明网建设管理工作培训班

首都文明办

选树 “北京榜样” 　 打造好人品牌

按照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关于开展 “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的工作要求ꎬ 北京市

以 “北京榜样” 大型主题活动为抓手ꎬ 坚持首

善标准ꎬ 鲜明首都特色ꎬ 通过层层举荐、 周周

上榜、 全媒传播、 公益带动ꎬ 推树了一大批

“奋发向上、 崇德向善” 的身边好人ꎬ 在高扬

榜样旗帜中培育文明风尚ꎬ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无时不有ꎮ
一、 多措并举拓宽 “北京榜样” 举荐

渠道
为了更好地发现和推荐榜样人物ꎬ 首都文

明办坚持线上推荐与线下举荐相结合ꎬ 努力建

设首都地区先进典型数据库ꎬ 不断扩充 “北京

榜样” 候选线索ꎮ
１ 建立 “北京榜样” 官方网站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我们以 “身边好人” 数据库为依托ꎬ 开通

上线了 “北京榜样” 官方网站ꎮ 官网集推荐、
宣传、 互动功能于一体ꎬ 涵盖活动介绍、 活动

动态、 媒体报道、 推荐平台、 评选榜单、 名单

公示、 往届回顾及微博留言等几大板块ꎬ 是首

都地区进行举荐和评选 “北京榜样” 的重要网

上平台ꎬ 官网首页年均访问量在 ４００ 万以上ꎬ
点击量 ５０００ 万人次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全市

各区、 各系统共 ５３ 家单位在官网注册用户ꎮ 我

们运用 “北京榜样” 官网平台ꎬ 利用组织推

荐、 媒体推荐和个人推荐三种方式ꎬ 全方位发

动广大市民群众和社会单位推荐和自荐 “北京

榜样” 候选人 ５２７４ 名ꎬ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

“身边好人” ３２８０ 人ꎬ 其中张佳鑫、 马布里等

被评为 “２０１４ 十大北京榜样”ꎬ 金汉、 周福德

等 ３９１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ꎬ 先后涌现出了

高宝来、 任全来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好人”
典型ꎬ 在首都 “身边好人” 评选工作中ꎬ “北
京榜样” 官方网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ꎮ

２ 设立 “北京榜样” 举荐榜ꎮ “北京榜

样” 评选活动开展以来ꎬ 我们要求全市主要街

道 (社区) 和乡镇 (村庄) 等基层单位都要在

显著位置设置统一格式的 « “北京榜样” 举荐

榜»ꎬ 让 “身边人” 寻找 “身边好人”ꎬ 举荐

和评议 “北京榜样”ꎮ 据统计ꎬ 全市共设置举

荐榜一万多块ꎬ 目前ꎬ 全市累计张榜身边榜样

超过 ６ 万人ꎬ 凡是荣登举荐榜的人物都将纳入

“北京榜样” 大数据库ꎬ 成为未来的 “北京榜

样” 人选ꎮ
３ 将 “北京榜样” 纳入 “三大创建” 考

评内容ꎮ “北京榜样” 活动开展以来ꎬ 首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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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办适时督促检查各单位工作进度ꎬ 定期通报

推荐上榜情况ꎬ 交流各单位的经验做法ꎮ 对在

组织发动、 “北京榜样” 举荐榜设置、 推荐选

树工作情况ꎬ 以及 “学榜样、 我行动” 活动中

表现突出的单位进行表扬ꎮ 此外ꎬ 我们还将各

区、 各单位组织开展 “北京榜样” 活动情况纳

入全市文明区、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等各类精

神文明创建综合考评内容ꎬ 让 “北京榜样” 活

动成为提升首都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ꎮ
二、 把好 “三关” 确保 “北京榜样”

入选质量
首都文明办将 “评议评审会议制度” 与

“经验交流会制度” 相结合ꎬ 通过严格把关和

互相学习ꎬ 不断完善推荐办法ꎬ 深入挖掘好人

事迹ꎬ 努力提升榜样质量ꎮ
１ 评议和公示基层举荐的 “北京榜样” 候

选人ꎮ 街道 (社区)、 镇 (村) 等基层单位举

荐的榜样人物ꎬ 需在所在单位的 « “北京榜样”
举荐榜» 上公示或在北京榜样官网上进行网上

公示ꎬ 选登其主要事迹ꎬ 让好人接受身边人的

监督和评议ꎬ 让好人的事迹感动和影响身边

人ꎮ 首都文明办从张榜公示和网上公示的好人

中ꎬ 海选出 ５０ 名月度和周北京榜样候选人ꎮ
２ 定期召开月度和年度评议评审会议ꎮ 充

分发挥北京的人才优势ꎬ 每月组织相关领导、
媒体人、 专家学者、 好人代表等ꎬ 对海选出的

５０ 名北京榜样候选人进行评议、 评审ꎬ 多视角

大视野研究审议周榜、 月榜上榜人物ꎮ 通过市

属新闻媒体和首都地区网络媒体每周向全社会

发布 ５ 名周榜人物ꎬ 每月向社会发布 １０ 名月榜

人物ꎬ 并择优作为 “中国好人榜” 候选人向中

央文明办重点推荐ꎮ 每年年底ꎬ 以全年上榜的

“北京榜样” 月榜人物和荣登 “中国好人榜”
的 “中国好人” 为基础ꎬ 评选产生 “年度十大

北京榜样” 和 “北京榜样” 提名人物ꎬ 并在官

方网站进行公示ꎮ
３ 坚持开展经验交流活动ꎮ 为了推动 “北

京榜样” 评选活动顺利开展ꎬ 首都文明办坚持

每个季度到各区召开一次 “北京榜样评议、 评

审暨经验交流会”ꎬ 会上ꎬ 邀请成绩突出的区、
乡镇 (街道) 进行经验交流ꎮ 会后ꎬ 并有重点

地走访慰问 “北京榜样” 候选人ꎮ ２０１４ 年以

来ꎬ 首都文明办先后在 １２ 个区召开了 “北京

榜样评议、 评审暨经验交流会”ꎬ 调研了 １３ 个

乡镇 (街道)、 ６ 家企业、 ３ 所学校ꎬ 实地走访

慰问了 ２５ 位 “北京榜样” 候选人ꎮ
三、 立体传播弘扬 “北京榜样” 精神

力量
我们始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ꎬ 坚持正面宣传与互动娱乐交相呼

应ꎬ 全力传播 “北京榜样” 正能量ꎮ
１ 全媒体融合传播ꎮ 为做好 “北京榜样”

的宣传工作ꎬ 各区、 系统在地铁、 广场、 主要

路口等公共场所张贴宣传海报ꎬ 北京人民广播

电台开设了 “您心目中的北京榜样” 大型新闻

调查等栏目ꎬ 并定时播放宣传音频ꎻ 北京电视

台定时播放公益宣传广告ꎬ 充分营造社会舆论

氛围ꎻ “北京榜样” 官方网站、 “文明北京” 官

方微博微信、 北京日报、 北京晨报、 北京晚

报、 法制晚报、 京华时报、 北京青年报、 新京

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电视台等媒体每

周一发布 “北京榜样” 周人物榜ꎬ 每月底发布

月度人物榜ꎬ 做到有统一栏目标识、 有人物、
有照片、 有事迹、 有重点报道ꎬ 形成主流媒体

强力推进ꎬ 都市媒体全面参与ꎬ 网络媒体互动

同步ꎮ 与此同时ꎬ 各区、 各系统利用所属的报

纸、 电视、 网络、 宣传栏等载体ꎬ 对本区、 本

系统周榜、 月榜人物和所属各级榜样人物进行

宣传报道ꎬ 从而在首都地区形成全方位、 高频

次、 立体化的宣传态势ꎮ
２ 发动网民为榜样点赞、 为好人喝彩ꎮ 我

们以 “文明北京” 官方微信为主渠道ꎬ 连同首

都文明网、 “北京榜样” 官方网站ꎬ 制作专题

页面ꎬ 开发点赞留言系统ꎬ 借用 “病毒式传

播” 原理ꎬ 吸引网民广泛转发活动链接到微信

朋友圈ꎬ 通过倍增式传播不断增加榜样的助力

值ꎬ 发挥其个人传播力与影响力ꎬ 为活动加

油、 为榜样助力、 为好人喝彩ꎮ 同时ꎬ 活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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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置了 “优秀留言奖” “微信助力奖” 和

“积极参与奖”ꎬ 有效激发网民点赞留言和互动

分享的热情ꎮ 首都文明网、 “北京榜样” 官方

网站和 “文明北京” 官方微博微信、 各市属媒

体、 歌华有线电视及地铁移动城市电视统一发

布活动内容ꎬ “北京发布” “平安北京” 等官方

微博和各大门户网站也纷纷对活动进行报道和

转发ꎮ “北京榜样” 官方网站还推出了 “精美

留言秀” 专题ꎬ 及时编发推送精彩留言ꎬ 并向

各媒体主动推送、 分享网民对 “北京榜样” 的

点赞感言和敬意ꎬ 点赞活动热度不断ꎬ 榜样力

量持续升温ꎮ 仅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到 １２ 月

１０ 日活动开展的 ２５ 天内ꎬ “北京榜样” 总页面

浏览量就超过 ５０００ 万次ꎬ 共有 ５６０ 万人次点

赞ꎬ 网友留言超过 １ ４ 万条ꎮ
３ 举办年度颁奖典礼ꎮ 我们邀请中央电视

台资深策划人对 “北京榜样” 活动进行策划论

证ꎬ 力求在内容上讲好榜样故事ꎬ 突出真人、 真

事、 真情ꎬ 在形式上突出仪式感ꎬ 让公众、 知名

人士介绍年度获奖人物并进行颁奖ꎮ “２０１４ 北京

榜样” 颁奖典礼由北京市委宣传部、 首都文明

办主办ꎬ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电视台承办ꎬ 首都各界群众代表近 ４００ 人观

看了颁奖典礼ꎮ 颁奖典礼运用视频小片、 故事讲

述、 现场采访等形式ꎬ 生动再现了十大 “北京

榜样” 和特别奖获得者的感人事迹ꎮ 演员濮存

昕、 主持人春妮等演艺界知名人士作为讲解员

现场讲述榜样的感人故事ꎬ 航天员刘洋、 北京公

交行业优秀代表李素丽、 国安足球俱乐部球员

徐云龙及邵佳一、 南水北调工程一线工程师刘

峻伟等社会各界人士上台为榜样人物颁奖ꎬ 著

名歌唱家纷纷为榜样献歌ꎮ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 颁

奖典礼以 “北京榜样ꎬ 平凡中的力量” 为主题ꎬ
以讲述人走近 “北京榜样” 的形式ꎬ 用短片讲

述人物故事ꎬ 将 １１ 位 ２０１５ 年度 “北京榜样” 人

物的故事深深植入观众心中ꎬ 引发了强烈共鸣ꎮ
四、 积极践行推动 “北京榜样” 落地

生根
通过开展一系列学习实践活动ꎬ 充分发挥

榜样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ꎬ 把榜样的感人事迹

转化为传递榜样力量的自觉行动ꎮ
１ 开展 “学榜样、 我行动” 岗位学雷锋活

动ꎮ 各区、 各系统以 “北京榜样” 为旗帜ꎬ 组

织干部职工、 市民群众开展环保、 节水、 植

树、 献血等系列志愿服务公益活动ꎬ 先后在全

市建立了 “高宝来爱民服务岗” ２０３ 个ꎬ 涌现

了张佳鑫 “夕阳再晨” 服务队、 张鹊鸣创新工

作室、 金九皋节水工作室、 廖理纯走进崇高先

遣团、 赵郁工作室等一批 “北京榜样” 公益

团队ꎮ
２ 开展 “为榜样圆梦” 公益行动ꎮ 为弘扬

好人精神ꎬ 圆榜样心愿ꎬ 首都文明办先后策划

开展了七场为榜样人物圆梦的公益活动ꎬ 让更

多人感受好人精神ꎬ 学习榜样事迹ꎬ 传递榜样

力量ꎮ “北京榜样” 陈敏华医生是北京肿瘤医

院超声科首席专家ꎬ 她的梦想是将经她救治、
战胜肝癌的患者聚集一堂ꎮ 作为 “为榜样圆梦

系列活动” 的第一个圆梦对象ꎬ 北京电台借春

节特别节目把陈敏华和她特殊的 “亲人” 们请

到现场ꎬ 共同话往昔、 聊梦想、 迎新年ꎮ “北
京榜样”、 见义勇为英雄金汉走进北京交通广

播 «百姓 ＴＡＸＩ» 栏目直播间ꎬ 作为一名 “超
级星探” 讲述自己的故事ꎬ 节目在直播中呼吁

广大听众齐动员ꎬ 为金汉圆梦ꎬ 寻找的士

英雄ꎮ
３ 开展关爱礼遇 “北京榜样” 活动ꎮ 首都

文明办还组织各区各系统在春节、 中秋节等重

要节点走访慰问 “北京榜样”ꎬ 开展了 “善满

京城送吉祥” 活动ꎬ 深入榜样人物家庭ꎬ 了解

榜样人物工作、 学习和生活情况ꎬ 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ꎮ 各区、 各系统、 各单位主动研究

制定关爱榜样、 礼遇榜样、 激励榜样的措施ꎬ
帮助榜样解决实际问题ꎬ 充分体现党和政府以

及社会各界对榜样人物的关心关爱ꎮ 目前ꎬ
“北京榜样” 活动已成为具有北京特色、 影响

广泛的精神文明建设品牌活动ꎬ 也成为首都地

区免试最高的好人品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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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明办

立足 “文明浙江” 微信号
打造精神文明宣传新品牌

近年来ꎬ “文明浙江” 微信公众号在中国

文明网的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下ꎬ 积极顺应

“互联网＋精神文明建设” 的潮流ꎬ 探索移动互

联网传播的新理念、 新模式、 新方法ꎬ 紧紧围

绕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打造文明传播新品

牌ꎬ 提升传播力、 扩大影响力ꎬ 走出了一条符

合精神文明建设特点、 体现浙江地域特征的文

明新媒体发展之路ꎮ
一、 做好 “借势” 文章ꎬ 选准微信作

为新媒体重点突破方向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新媒体的兴起ꎬ 给浙

江文明网的转型带来了机遇和挑战ꎮ 在这个大

环境下ꎬ 浙江文明网借势出击ꎬ 借势发展ꎬ 闯

出了一条自己的路ꎬ 在精神文明建设宣传领域

里开创了一片天地ꎮ
一是借互联网转型之势ꎮ 过去几年ꎬ “互

联网＋”、 新媒体创新、 分享经济等新鲜事物在

浙江大地上生根发芽ꎬ 这些新变化在办网观

念、 工作方法、 传播手段上给我们带来了巨大

冲击和挑战ꎬ 迫使我们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ꎮ
但是ꎬ 这也给浙江文明网带来了提前出发ꎬ 抢

占先机的可能性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文明浙江” 微信

公众号开通运行ꎬ 迈上转型设计之路ꎮ
二是借新媒体兴起之势ꎮ 在 “互联网＋”

的发展趋势下ꎬ 传统媒体业务纷纷向新媒体方

向转型ꎬ 浙江省级媒体陆续建立了新媒体传播

矩阵ꎬ 浙报集团开办了多种形式的新媒体培训

班等ꎬ 浙江当地业界对 “两微一端” 传播规律

的研究日益深入ꎬ 对前沿技术的研发日臻成

熟ꎬ 创新人才队伍也如春笋般日渐壮大起来ꎮ
倚靠着浙江这块创新热土ꎬ 我们结合网站承建

方 “浙江在线” 有利的技术、 人才条件ꎬ 并通

过向先进单位学习ꎬ 参加相关培训班等途径ꎬ
快速掌握了新媒体运营的一些基本知识和

技能ꎮ
三是借全国文明办系统大力发展新媒体之

势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网向全国

文明办系统发出大力发展新媒体的号召ꎮ 在研

判大势ꎬ 深入分析后ꎬ 我们决定将微信作为新

媒体工作的重点突破口ꎬ 将人员、 资金等资源

都向新媒体倾斜ꎬ 集中全力打造 “文明浙江”
微信品牌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文明浙江” 微信品牌成

功实现快速崛起ꎬ 截至目前ꎬ 粉丝总量突破 １１
万ꎬ 日均阅读量破万ꎬ 在全国文明办系统微信

排行中位居前列ꎮ
二、 做深 “借机” 文章ꎬ 推动 “文明

浙江” 变身成微信 “大号”
平台敲定后ꎬ 如何做好推广、 保证传播效

果ꎬ 成为重中之重的任务ꎮ 我们抓住中央文明

办及我省开展重大活动等契机ꎬ 一举让 “文明

浙江” 实现跨越式发展ꎬ 迈入全国文明微信公

众号的 “大号” 行列ꎮ
一是借 “中国好人榜” 发布之机ꎮ 去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中央文明办在我省湖州市举办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中国好人榜” 发布仪式暨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ꎮ “文明浙江” 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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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众号在 “浙江在线” 新闻网站的支持下ꎬ 首次

采用了微信直播这一全新技术手段和呈现方

式ꎬ 通过 “浙江在线” 的微信管理后台ꎬ 搭建

由视频、 图文、 直播员、 互动平台、 直播主题

等内容构成的页面ꎬ 对活动进行了全程视频和

图文直播ꎬ 实现了技术上的一次新的突破ꎬ 全

国各大文明系微信公众号都积极进行了转发ꎮ
通过这次活动ꎬ “文明浙江” 的微信粉丝也由

原来的几千ꎬ 增长到几万余ꎬ 实现了从 “小

号” 向 “大号” 的第一步跨越ꎮ
二是借世界互联网大会之机ꎮ 世界互联网

大会永久落户浙江乌镇ꎬ “文明浙江” 有幸作

为 “浙江在线” 官网、 直播报道团队的成员ꎬ
全程参与了互联网大会微信官网的建设和运

营ꎮ 我们参与了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分论坛 “互
联网文化与传播” ———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的微

信端直播ꎬ 此次直播访问量创下新高ꎮ 参与了

爱奇艺 ＣＥＯ 龚宇的采访任务ꎬ 并推出微信稿件

«谈视频网站收费模式的春天即将到来»ꎬ 参与

«回看 ｜ 大佬乌镇论剑! ３ 天的干货全在这里»
«盘点 ｜ 乌镇峰会上的 “那些最” » 等微信策

划ꎬ 这些发布内容均取得不俗的阅读量ꎮ
两届互联网大会成功举办ꎬ 也使 “文明浙

江” 从 “菜鸟” 逐渐成为 “熟练工”ꎬ 锻炼了

队伍、 熟悉了业务、 磨炼了技术ꎬ 为今后承接

各类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ꎮ
三是借 Ｇ２０ 国际峰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之

机ꎮ 今年ꎬ Ｇ２０ 杭州峰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ꎬ 也是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ꎬ 展示

浙江人民文明有礼、 热情好客的良好精神风貌

的有利契机ꎮ 在 Ｇ２０ 峰会召开之前ꎬ 浙江省委

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迎接 Ｇ２０ꎬ 人人讲

文明” 大型主题活动ꎮ ３ 月 ２１ 日ꎬ “文明浙江”
微信联合浙江交通之声、 钱江晚报、 浙江之

声、 私家车第一广播、 浙江在线、 腾讯大浙、
新浪浙江等省内微信大号ꎬ 以及浙江新闻、 中

国蓝 ＴＶ 两大客户端和全省的文明微信矩阵ꎬ
对 “迎接 Ｇ２０ꎬ 人人讲文明” 启动仪式进行图

文和视频直播ꎬ 所有微信号和客户端均链接

“文明浙江” 微信公众号的直播页面ꎮ 仅半个

小时的直播ꎬ 获得了 ８０ 多万的访问量ꎬ 微信粉

丝也一举突破 １０ 万大关ꎮ 同时ꎬ “文明浙江”
牵头策划开展了该项活动的前期预热ꎬ 发动全

省各市、 县文明办 ３６ 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征集文

明口号ꎬ 制作了 “迎接 Ｇ２０ꎬ 人人讲文明———
浙江就等你的赞” Ｈ５ 页面ꎬ 短短三天收获点

赞数 １１４ ８５ 万ꎮ 这些预热活动ꎬ 不仅为活跃整

个活动营造了声势ꎬ 更体现了 “文明浙江” 微

信宣传形式的优势ꎬ 受到了领导的好评和网民

的热捧ꎮ
三、 做足 “借力” 文章ꎬ 实现文明新

媒体常态化高效化运营
重大活动可遇而不可求ꎬ 文明新媒体建设

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ꎮ “文明浙江” 微信公

众号借助省委省政府、 省文明委成员单位的重

点、 亮点活动ꎬ 依靠合作单位的技术支撑ꎬ 形

成了工作合力ꎮ
一是借重点亮点活动之力强品牌ꎮ 去年ꎬ

“文明浙江” 微信公众号在省文明办的指导下ꎬ
结合 “发现最美浙江人———浙江好人榜” 推荐

活动ꎬ 开展微信点赞活动ꎬ 当月即增粉丝 ９０００
余人ꎬ 总点赞数过 ８ 万ꎮ 此后ꎬ 每月开展的好

人评选成为 “文明浙江” 的增粉利器ꎬ 在刚刚

过去的 ５ 月好人点赞活动中ꎬ “文明浙江” 增

粉两万余人ꎬ 总点赞数达到 ２０ 万ꎬ 创下这项活

动开展以来的增粉最高纪录ꎮ 这一举措进一步

叫响了 “浙江好人榜” 品牌ꎬ 另一方面也推动

“最美浙江人” 这一品牌从 “盆景” 走向 “风
景”、 从 “风景” 走向 “风尚”ꎮ

二是借主流媒体之力强技术ꎮ 由于微信公

众平台本身的技术限制ꎬ 每月 １００ 多位候选人

的点赞活动ꎬ 在普通的微信页面上呈现ꎬ 会有

因无法分页、 内容冗长、 易产生阅读疲劳等问

题ꎬ 进而影响网民点赞的积极性ꎮ 因此ꎬ 我们

决定借助 “浙江在线” 的微信管理平台ꎬ 重新

设计并搭建起一个第三方地址的点赞页面ꎬ 实

现了投票分类、 分页ꎬ 成功解决了技术难题ꎮ
三是借社会向善之力强内容ꎮ 当前ꎬ 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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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正能量的呼声ꎬ 真善美的追求ꎬ 较之以

往更为强烈、 更为迫切ꎮ “文明浙江” 顺应社

会要求ꎬ 在内容建设方面ꎬ 坚持宣传核心价值

观、 传播正能量ꎬ 聚焦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

及重大民生新闻ꎬ 积极推送 “好人 ３６５”、 好人

日历等常态化宣传内容ꎬ 目前好人日历已累计

刊发 ２４０ 余期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刊发的 «童年

挨饿、 青年下乡、 中年下岗ꎬ 向这群中国人致

敬» 因宣传定位明确ꎬ 图文精致感人ꎬ 成为

“文明浙江” 开通以来第一篇点击量 “１０ 万＋”
的稿件ꎮ 截至目前ꎬ “文明浙江” 微信公众号

共收获阅读数 ６６ ４ 万余次ꎬ 点赞 ８０００ 余ꎬ 后

台留言达 １０００ 余条ꎮ
四是借地域特色之力强宣传ꎮ 今年ꎬ “文

明浙江” 围绕 Ｇ２０ 峰会、 美丽乡村、 好家风等

具有浙江地域特色的主题活动ꎬ 在微信平台号

推出多篇相关文章ꎬ 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ꎮ
为迎接 Ｇ２０ 峰会ꎬ 宣传浙江地方传统文化ꎬ 我

们制作了专刊 «浙江十大传统面条ꎬ 您都吃过

吗?»ꎬ 从最简单的面条入手ꎬ 拉近与用户的距

离ꎬ 引发了众多浙江网友的共鸣ꎬ 截至目前ꎬ
共收获阅读数 ６ ３ 万余ꎬ 后台投票 ２ 万余ꎮ 稿

件 «惊呆! Ｇ２０ 选在浙江是因为这个» 从浙江

的地理环境、 湖光山色ꎬ 讲到杭州礼让斑马

线、 温州红日亭等先进典型ꎬ 该文被 ３ 个微信

号转载ꎬ 阅读量达到 ８０００＋ꎮ 稿件 «浙江这户

人家什么来头? 先被中纪委表扬ꎬ 今又被拍成

动画登录央视»ꎬ 巧妙地宣传了廉政动画 «郑
义门»ꎬ 也收获了 ７０００＋的阅读量ꎮ

下一步ꎬ “文明浙江” 将向国内一流政务

新媒体看齐ꎬ 进一步升级改造ꎬ 拓展领域ꎬ 强

化功能ꎬ 使 “文明浙江” 有进一步的飞越ꎮ
一是文明网微信化ꎮ 彻底打破浙江文明网

ＰＣ 端和微信端的各种界限ꎬ 实现栏目、 稿件、
后台评论之间的互联互通ꎮ

二是数据库微信化ꎮ “文明浙江” 微信将

与浙江文明网的 “浙江好人” 资料库、 浙江省

文明创建资料库打通ꎬ 建立手机访问文明城

市、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的便捷通

道ꎬ 为公众了解浙江省道德模范、 浙江好人以

及文明创建工作开辟一个新的平台ꎮ
三是文明微信矩阵化ꎮ 积极支持帮助各市

县文明办建立微信平台ꎬ 与现有的 ３６ 个微信平

台有机结合ꎬ 组成浙江省文明微信矩阵ꎬ 在开

展重要工作、 重大活动时ꎬ 统一部署、 统一实

施、 统一发声ꎬ 扩大影响ꎮ

山东省文明办

夯实群众基础　 大力推荐线索
不断深化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

按照中央文明办工作部署ꎬ 山东省在 “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中ꎬ 坚持立足实

际、 创新发展ꎬ 在改进机制、 强化措施上狠下

功夫ꎬ 广泛发动群众推荐好人线索ꎬ 着力打造

向上向善的好人文化ꎬ 全力推进好人评选工

作ꎬ 推动形成了推荐好人、 学习好人、 争当好

人的浓厚氛围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山东省群众线索推荐

和 “中国好人榜” 好人、 荣登 “好人 ３６５” 封

面人物数量均居全国第一ꎬ 活动取得了扎扎实

实的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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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做好培植文章ꎬ 广泛挖掘好人

线索
山东是孔孟之乡、 礼仪之邦ꎬ 是英模辈出

的热土ꎬ 具有丰厚的道德文化资源ꎮ 我们在挖

掘弘扬上持续用力ꎬ 通过有效方式发动群众发

掘线索、 推选好人ꎬ 汇聚了丰富的好人资源ꎬ
培植了坚实的好人根基ꎮ

１ 大力营造 “好人氛围”ꎮ 多年来ꎬ 山东

省文明办不断推动各市、 县在农村、 社区、 企

业、 机关和学校广泛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 活动ꎬ 积极发动群众关注和推崇平民英

雄、 凡人善举ꎬ 大量好人好事被收集起来ꎬ 通

过 “善行义举榜” “地方好人榜” 等形式展示ꎬ
并以此形成好人线索推荐资源ꎮ 目前ꎬ 全省建

成大量的好人线索推荐资源ꎬ 例如 “善行义举

榜” 有 ９ １ 万多个ꎬ 有 ３０００ 多万好人好事上

榜ꎬ 既让群众学先进有了方向、 做好事有了目

标ꎬ 也形成了极为丰富地好人线索活水源泉ꎬ
营造了浓厚的 “好人氛围”ꎮ

２ 以科学机制保障活动运行ꎮ 山东省把好

人线索推荐工作作为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任

务ꎬ 积极探索建立群众推荐好人线索的有效机

制ꎮ 省文明办每月定期统计各地好人线索推荐

数量ꎬ 进行全省大排名ꎬ 向各级文明办通报ꎬ
形成了好人线索推荐的地区竞争态势ꎮ 同时ꎬ
经常性调度各地工作情况ꎬ 梳理各地好人线索

推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 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建

议ꎬ 开展工作督导ꎬ 促进了群众线索推荐数量

和质量的不断提升ꎮ 在这种科学机制的引导

下ꎬ 各地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ꎬ 涌现出许多亮

点ꎬ 例如: 潍坊市每月召开一次好人线索推荐

工作座谈会ꎬ 通报各级各部门的好人线索推荐

情况ꎬ 在部分上网不便的农村地区由专人负责

好人线索的收集、 整理和集中推荐ꎮ 肥城市把

“身边好人” 群众线索推荐与多年开展的 “鲜
花送文明” 活动相结合ꎬ 仅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份肥

城市推荐线索达 ５４３５３ 条ꎬ 创出县级城市新高ꎮ
３ 纳入文明创建考评体系ꎮ 我们将群众线

索推荐工作纳入省级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

明社区创建考评体系ꎬ 赋予较高权重ꎬ 建立了

科学系统的推进机制ꎬ 有效调动了各地推荐群

众线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在省文明办考评体

系的影响下ꎬ 各地也结合实际ꎬ 把这项工作纳

入本地文明创建考核ꎮ 临沂市将群众线索推荐

工作纳入文明单位年度考核内容ꎬ 制定了详细

的标准ꎬ 建立了科学系统的激励和通报制度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山东省共群众推荐线索达 ７２４５５９ 条ꎮ
广泛的群众线索推荐ꎬ 为深化 “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 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二、 做好评选文章ꎬ 夯实好人线索推

荐基础
近年来ꎬ 山东省通过完善好人评选机制、

建立科学配套体系等措施ꎬ 选树典型ꎬ 扩大

影响ꎬ 让好人有好报ꎬ 促进市民推选好人、
学做好人的积极性ꎬ 夯实了好人线索推荐的

基础ꎮ
１ 构建五级联动好人推荐格局ꎮ 近年来ꎬ

山东省深入开展 “学雷锋ꎬ 做山东好人” 主题

活动ꎬ 发动广大群众寻找好人、 推荐好人ꎬ 让

好人线索推荐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ꎮ 目

前ꎬ 全省已经建立起村镇县市省五级联动、 自

下而上、 梯次推进的推荐格局ꎬ 形成了 “山东

好人” “好人之星” “年度人物” “中国好人”、
全省及全国道德模范逐级提升的选树链条ꎮ 形

成了推荐评选、 新闻宣传、 学习教育和困难帮

扶等系列科学配套体系ꎬ 推动了好人选树科学

化、 规范化、 长效化发展ꎮ
２ 形成线索推荐和典型选树科学体系ꎮ 我

们按照 “中国好人榜” 群众线索推荐方式ꎬ 不

断对活动办法和流程进行改进完善ꎮ 各地每月

推荐人选ꎬ 省文明办进行网络公示ꎬ 接受群众

投票ꎮ 同时从专家库中随机选择评委集中评

议ꎬ 结合网上投票情况推出 ６０ 名入选 “山东

好人榜”ꎬ 并从中评选 ４—５ 名 “山东好人之

星”ꎮ 省级媒体每周一集中宣传 １ 名 “山东好

人之星” 的先进事迹ꎬ 入选 “山东好人榜” 的

前 ３０ 名被推荐为 “中国好人榜” 候选人ꎮ 每

年年底ꎬ 从 “山东好人之星” 中评选十大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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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ꎬ 以 “中国好人榜” 和 “山东好人榜” 为

基础ꎬ 每两年评选一次全省道德模范并推荐为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ꎮ 通过这种方式把各类别

好人线索和道德榜样连为一体ꎬ 使推荐评选活

动成为典型选树提档升级的科学体系ꎬ 产生了

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ꎬ 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

作用ꎮ
三、 做好宣传文章ꎬ 努力提高好人线

索推荐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山东省大力开展身边好人宣传学习活动ꎬ

让身边好人的高尚品质有效转化为群众的价值

认同ꎬ 使推荐好人成为社会共识和群众自觉ꎮ
１ 认真抓好新闻媒体宣传ꎮ 我们在省级主

要媒体开设固定的专题专栏ꎬ 定期集中宣传身

边好人ꎮ 以山东文明网、 美德山东网为平台ꎬ
广泛发动媒体ꎬ 合力宣传 «好人 ３６５» 专栏封

面人物ꎬ 扩大了 “中国好人” 的影响力ꎮ 省委

刊物 «山东通讯» “美德山东” 专栏、 山东

“政务微博” 好人栏目、 山东卫视 “时代先锋”
栏目等党政宣传载体ꎬ 长期宣传身边好人ꎬ 提

高了好人宣传层次ꎮ 各级各类媒体深刻挖掘好

人价值ꎬ 广泛传播好人故事ꎬ 做到见人见事、
见思想见精神ꎬ 形成了多角度、 联动化的宣传

模式ꎮ
２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ꎮ 山东省文明办在济

南泉城公园建设好人广场ꎬ 集中宣传展示好人

事迹ꎮ 各地也参照省级模式ꎬ 积极建设好人主

题公园、 长廊ꎬ 目前ꎬ 山东全省好人广场达

１６７ 个ꎬ 已经成为一道道亮丽风景线ꎮ 省文明

办每年汇集整理好人事迹ꎬ 编辑出版 «山东好

人之星» 系列丛书ꎬ 作为道德建设教材免费发

放到基层ꎮ 济南市通过公交移动电视滚动播出

“济南好人” 公益广告ꎬ 提升了市民对 “身边

好人” 推荐评选的关注度ꎮ 山东各地广泛组织

身边好人到基层巡讲、 交流ꎬ 让群众在亲眼所

见、 亲耳聆听中得到熏陶ꎮ 山东省许多地方还

以身边好人为原型ꎬ 组织创作地方特色文艺作

品进行展演ꎬ 用讲故事、 演节目的方式传递道

德观念ꎮ 省内各级党委政府还设立专项资金ꎬ
对身患疾病、 生活困难的好人进行帮扶ꎬ 树立

了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ꎮ 这一系列宣传教育

手段各展所长、 相互支撑、 共同发力ꎬ 提升了

群众参与好人线索推荐的意愿和热情ꎮ
３ 创新开展网上互动宣传ꎮ 山东省主动适

应互联网开放度大、 互动性好、 传播速度快的

特点ꎬ 积极打造以山东文明网、 美德山东网、
山东志愿服务网和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网络信

息管理系统为架构的 “三网一平台” 体系ꎬ 形

成了身边好人推荐评选、 宣传教育、 交流互动

的网络传播矩阵ꎮ 省文明办还开通了 “文明山

东” 手机客户端ꎬ 建立了山东文明网微博、 微

信公众号ꎬ 利用微播、 微视、 微电影、 ＱＱ 群

等各类微平台ꎬ 长期发动网民举荐身边好人ꎬ
开展好人事迹网上展播ꎬ 组织好人精神网上评

论ꎬ 邀请身边好人网上座谈ꎬ 使身边好人传播

的覆盖面和渗透力大幅增强ꎮ
在省文明办一系列工作的带动下ꎬ 各地也

积极开展网上互动宣传工作ꎮ 日照市大力建设

“两微一端”ꎬ １６ 个部门组成新媒体传播矩阵ꎬ
通过平台发送好人线索推荐方式、 及时展现好

人事迹、 定时公布推荐数量ꎻ 潍坊市在潍坊新

闻网、 潍坊传媒网及 １００ 多家政府门户网站全

部开设 “潍坊好人” 宣传专题网页ꎬ 对每月评

出的潍坊好人定期推荐和宣传ꎮ 积极鼓励各级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 文明校园建

立新媒体账号ꎬ 发动各级各类网站开办身边好

人微博、 微信公众号ꎬ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好人

好事推荐和传播平台ꎬ 引起了广大网民的高度

关注ꎬ 为群众推荐好人线索提供了更加灵活和

便利的渠道ꎮ
山东省在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

动中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ꎬ 但也有许多工作

需要改进完善ꎮ 我们将按照中央文明办的部

署ꎬ 以更大的力度、 更有效的措施ꎬ 继续深入

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力争

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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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明办

建强队伍　 完善机制　 树立品牌
打造 “指尖上的文明”

近年来ꎬ 重庆市文明办在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网的精心有力领导下ꎬ 按照 “正能

量是总要求ꎬ 管得住是硬道理” 的总体要求ꎬ
充分发挥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的积极性、 主

动性、 创造性ꎬ 以队伍为载体ꎬ 以活动为抓

手ꎬ 以品牌为推动ꎬ 通过 “指尖上的文明”ꎬ
努力营造一个正气充盈、 生态良好的网络空

间ꎬ 形成了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最大同

心圆ꎮ
一、 传播队伍尖端化
开展网络文明传播工作ꎬ 基础在人ꎬ 关

键在人才ꎮ 我们始终坚持以打造 “指间文

明” 尖端班底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夯

实基础队伍ꎬ 吸纳精英力量ꎬ 团结有志团

队ꎬ 为推动网络文明传播提供强大人力、 智

力支撑ꎮ
一是扩充 “网军” 队伍ꎮ 重庆市下发了

«关于做好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的通知»ꎬ
要求市级以上的文明单位ꎬ 每家都有建立 ５ 至

１０ 人的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小组ꎬ 全国和市级

文明城市分别发展 ２０ 人以上的骨干网络文明评

论员ꎻ 同时ꎬ 我们本着 “只要是正能量ꎬ 我们

都欢迎” 原则ꎬ 在 “规定队伍” 的基础上ꎬ 通

过会议发动、 海报宣传、 现场招募、 活动吸纳

等方式ꎬ 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有意愿、 有爱

心、 有才能的 “编外”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ꎮ
组建了一支以文明单位志愿者、 社会网络公益

特色团队志愿者、 精神文明战线工作人员、 媒

体资深专业人员为基础的千人网络文明传播大

军ꎮ 目前ꎬ 全市共有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５２００
多名ꎬ 其中骨干人员近 ５００ 名ꎮ

二是加强业务培训ꎮ 我们始终将提升网络

文明传播能力素质作为加强队伍建设的重中之

重ꎬ 定期采取业务培训会、 工作例会、 经验交

流会、 小组讨论等形式ꎬ 切实加强和提升网传

工作者的基本技能和整体素质ꎮ 去年至今ꎬ 我

们先后邀请了中央文明办相关局室领导、 重庆

市委宣传部网络新闻宣传处相关同志、 商业网

站资深同志、 微信营销行业领军人物、 “网络

大 Ｖ” 等授课嘉宾ꎬ 围绕 “微信传播与主题宣

传” “网络文明传播活动选题与策划” “评论撰

写技巧” “如何成为一名网络 ‘大 Ｖ’ ” “网络

信息传播的 ‘吸附力’ ” 等主题ꎬ 开展业务培

训 ２０ 余次ꎬ 将全市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全部轮

训一遍ꎮ
三是突出分类指导ꎮ 我们定期结合各区

(县) 网络文明传播工作者的实际情况ꎬ 定期

通过电话接洽、 办公室约谈、 网上连线等方

式ꎬ 与区 (县) 骨干志愿者进行沟通交流ꎬ 并

对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进行分类指导ꎬ 对于积

极性高、 活跃度强、 能力优秀的网络文明传播

志愿者ꎬ 我们邀请他们成为市级骨干ꎬ 加入重

庆市网络文明传播 “智库” 团队ꎬ 重点策划参

与大型传播活动ꎻ 对于能力一般ꎬ 但积极进

取ꎬ 有志于参与网络精神文明工作的志愿者ꎬ
我们安排优秀志愿者进行 “１ 对 １ 结对子”ꎬ 提

升他们的传播技能ꎬ 增强他们的理论水平ꎬ 鼓

励他们多参与各区县的文明传播活动ꎬ 参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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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网工作 “轮值”ꎬ 尽快了解文明传播工作ꎬ
争取早日进阶ꎮ 对于业务水平不高、 大局观念

不强、 屡次考评不及格的志愿者ꎬ 我们定期排

名ꎬ 实行通报批评ꎮ
二、 工作流程制度化
科学的制度是不断推进工作的有力保

障ꎬ 重庆市在网络文明传播活动选题策划、
组织实施和成效评估等各个环节ꎬ 狠抓制度

建设ꎬ 确保每个环节科学规范运行、 有力有

序开展ꎮ
一是重点热点及时提示ꎮ 建立网络文明

传播工作提示制度ꎬ 我们按照 “抓重点、 搞

创新、 树品牌” 的工作思路ꎬ 结合春节、 重

阳等民俗节点ꎬ 母亲节、 圣诞节等重要节日ꎬ
定期下发 «网络文明传播工作提示»ꎬ 将中国

文明网 «宣传报道提示» 要求、 市文明办年

度重大项目、 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 区县亮

点工作为选题来源ꎮ 如ꎬ 在 “我们的节日
重阳” 主题活动中ꎬ 我们下发了开展 “最美

唐装老人” 网络文明传播工作提示ꎬ 号召网

友为家中老人购新衣、 拍靓照ꎬ 呼吁社会关

爱老人、 孝敬父母ꎬ 引发了网友的积极点赞ꎻ
在本月母亲节到来之际ꎬ 我们又积极提示网

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围绕 “孝敬母亲” 开展传

播活动ꎬ 各区 (县) 志愿者积极响应ꎬ 开展

“妈妈ꎬ 宝贝为您献首歌” 活动ꎬ 他们通过网

络流行的各类 Ｋ 歌软件ꎬ 上传自己演唱的献

给母亲的歌ꎬ 活动期间ꎬ 共收到作品近 ２００
件ꎬ 在全社会营造了关注亲情、 共建文明家

庭的和谐氛围ꎮ
二是传播活动统筹运作ꎮ 为确保全年网络

文明传播活动有内容、 有节奏、 有重点ꎬ 我们

积极发动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建言献策ꎬ 搜集

金点子ꎬ 储备好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我们通过

下发工作通知、 ＱＱ 群征集、 志愿组织推荐等

方式ꎬ 共征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

传统文化” “志愿服务”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
“网络公益” 等方面的网络文明传播活动项目

９３ 个ꎬ 对于创意好、 内容新、 易参与的活动ꎬ

我们专门立项ꎬ 并拨付专项活动费用ꎬ 确保活

动有序开展ꎮ 截至目前ꎬ “奔跑吧好人接力

赛” “寻找最美文明劝导员” 等 １３ 个得民心、
顺民意ꎬ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市级重点网络

文明传播活动项目已经实施开展ꎬ 网友反响热

烈ꎮ 另有二十余个项目安排区 (县) 独立统筹

开展ꎮ
三是优秀人员及时奖励ꎮ 结合重庆实际ꎬ

我们制定了 «重庆市网络文明传播考评办法»ꎬ
将网络文明传播工作纳入年度考核ꎬ 实行季度

通报ꎬ 加强对网传活动成效的评估ꎬ 不断提升

工作的针对性、 实效性ꎮ 我们根据网络文明传

播志愿者的工作质量ꎬ 每年评选出 １０ 名优秀志

愿者ꎬ 通过颁发证书、 奖金予以物质和精神表

扬ꎬ 并邀请市文明办领导在全市网络工作培训

会上为优秀志愿者颁奖ꎮ
三、 传播效果最大化
活动是网络文明传播工作的载体ꎬ 传播

效果决定活动成败的关键ꎮ 我们牢牢树立精

品意识ꎬ 对每个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坚持内容

为王ꎬ 精打细磨ꎮ 同时ꎬ 加强沟通协作ꎬ 打

通传播 “最后一公里” ꎬ 力争让每一个网传

活动都成重庆地区网上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

良好载体ꎮ
一是积极拓展 “好人 ３６５” 品牌价值ꎮ “好

人 ３６５” 是中国文明网重点打造的品牌栏目ꎬ
也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网络文明传播活动之一ꎮ
我们除了通过重庆文明网 ＰＣ 端、 微博、 微信

矩阵以及区县媒体同步转载外ꎬ 还积极组织各

区县文明办、 文明网重点做好重庆入选 “好人

３６５” 的人物深度宣传ꎬ 安排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中的媒体从业人员ꎬ 跟踪报道 “好人 ３６５”
封面人物事迹ꎬ 拍摄公益短片 «志愿服务让人

生更精彩»ꎬ 并通过电视、 网络、 车载视频等

媒体展播ꎮ 公益宣传片通过重庆梁平县公交车

车载视频展播一个月ꎬ 播放量达 ４ ５ 万次ꎮ 同

时ꎬ 我们邀请 “好人 ３６５” 上榜人物走进网上

“道德讲堂”ꎬ 通过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ꎬ 让

网民与中国好人进行网上对话ꎬ 并组织网络文

４６７



经验交流

明传播志愿者积极点赞转发ꎬ 目前ꎬ 共有 “好
团队” 扬帆盲童管乐团、 “好房东” 付勇、 “好
干部” 雷电等 “好人 ３６５” 封面人物通过网络

与网民面对面ꎮ 另外ꎬ 我们还组织骨干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创作 “好人 ３６５” 原创评论百余

篇ꎬ 其中 «好韵人间　 水木清华» «众人炳德

　 固家国旺» «以文明为圆心的同心圆» 等文

章被中国文明网深度频道采用ꎬ «众人炳德固

家国旺» 荣获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好稿二等奖ꎮ 同时ꎬ
我们将 ２８ 篇优秀评论文章集合成册ꎬ 印发

«好人 ３６５ 专项评论征稿集锦»ꎬ 组织网络文明

传播志愿者学习、 转发ꎬ 并将里面的优秀言论

整理成碎片化的小段子ꎬ 通过微博、 微信朋友

圈转发ꎬ 在山城掀起了学好人、 做好人、 传好

人的热潮ꎮ
二是积极打造 “重庆本土” 王牌活动ꎮ 我

们坚持读懂、 吃透市部办年度重点工作ꎬ 因地

制宜地开展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网络活动ꎬ 用身

边事例打好活动 “本土牌”ꎮ 为传播 “文明交

通” 理念ꎬ 重庆策划了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

点赞” 传播活动ꎬ 并将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ꎬ
定为全市 “网上文明交通践行日”ꎬ 引导市民

文明出行、 文明驾驶ꎮ 同时ꎬ 我们在 “文明重

庆” 微信公众号开辟端口ꎬ 通过网络征文、
“网友随手拍” “为斑马线宝宝取名” 等配套线

上活动ꎬ 对活动进行前期预热ꎬ 受到了网民的

极大关注ꎻ 为弘扬中华美德ꎬ 号召市民节约惜

福ꎬ 养成及厉行节约的理念ꎬ 我们又策划了

“小米粒儿成长记” 系列活动ꎬ 通过开展 “稻
草人大赛” “粽情耕读会” “陶然自得手工行”
“感恩新米宴” “义卖稻米助学” 等网上网下结

合的文明传播活动ꎬ 将活动效果持续发酵ꎮ 活

动得到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深度报道ꎬ 新浪微

博关于 “小米粒儿成长记” 话题浏览量达

２６ ３ 万人次ꎮ 今年ꎬ 重庆市共开展具有本地

特色的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２０ 余个ꎬ 吸引线下

群众 ８０００ 余人次参与ꎬ 线上网友参与近千万

人次ꎮ
三是努力构建 “山城文明” 传播矩阵ꎮ 我

们联合重庆新闻门户网站华龙网、 主流生活服

务网站大渝网ꎬ 以及各区县政务网站和文明

网ꎬ 组建 “众手相传” 网络文明传播矩阵ꎬ 全

方位宣传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 “你帮我帮

大家帮” 志愿服务行动等全市性重大活动品

牌ꎻ 同时ꎬ 联合新浪重庆等商业网站ꎬ 运用微

视频拍摄、 多个网站首页推广等方式ꎬ 共同打

造了 “闪闪发光的重庆人” 等社会反响良好的

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ꎮ 我们还积极与外省市网络

文明传播志愿者 “抱团取暖” 开展传播活动ꎬ
２０１５ 年国庆期间联合北京朝阳等十余家地市的

志愿者开展了 “老街新貌” 传播活动ꎬ 新浪话

题浏览量达 １９ ７ 万ꎮ 同时ꎬ 我们紧紧抓住高校

这一联系青年最直接、 最紧密的桥梁ꎬ 通过项

目合作、 技术支持等方式ꎬ 在青年群体这一重

要群体中积极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ꎮ 我们与重庆科技学院合作开展的 “为小明

正名” 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通过学生们自主设

计多幅正能量漫画ꎬ 与当时流行的 “小明滚出

去” 系列冷笑话针锋相对ꎬ 在网络空间嵌入正

反比对的讨论话题ꎬ 赢得了学生们普遍点赞ꎬ
传递了文明新风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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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文明办

始终坚持 “三抓三确保”
持续推进好人线索推荐工作

近年来ꎬ 在中央文明办的指导下ꎬ 陕西省

文明办按照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的

总体部署ꎬ 加强统筹谋划、 创新方式方法ꎬ 始

终坚持 “三抓三确保”ꎬ 不断深化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的学习宣传ꎬ 扎实推进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ꎮ “身边好人” 线索推荐数量由原来的月

均几百条ꎬ 增加到每月十几万条ꎬ 取得明显成

效ꎮ 现将主要情况汇报如下:
一、 抓顶层谋划ꎬ 确保推荐体系运转

顺畅
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就是导向的指导思想ꎬ

不断改进工作思路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中央文明办组织

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我们按

照相关要求组织开展推荐 “身边好人” 工作ꎮ
从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３ 年ꎬ 全省每年只有十余人荣

登 “中国好人榜”ꎬ 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ꎮ
２０１４ 年年初ꎬ 为尽快改变被动落后的工作局

面ꎬ 我们紧盯问题进行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ꎬ
在当年 ５ 月就研究制定了 «陕西好人推荐评选

活动实施方案»ꎬ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陕西好

人” 推荐评议活动ꎬ 打造省级 “身边好人” 推

荐平台ꎬ 夯实 “身边好人” 推荐基础ꎬ 完善

“身边好人” 组织体系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ꎬ 陕

西省在 “中国好人榜” 的上榜人数达到 ８１ 人ꎬ
较往年相比呈现巨幅增长ꎮ 在抓顶层谋划工作

上ꎬ 我们的主要做法有:
１ 健全组织领导体系ꎬ 明确各级职责分

工ꎮ 我们成立了 “陕西好人” 推荐评选活动领

导小组ꎬ 由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担任组长ꎬ 省

推荐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ꎬ
由省委宣传部新闻处负责省级有关媒体ꎬ 省网

信办负责网络类媒体ꎬ 省通讯管理局负责省内

三大移动运营商ꎬ 各市文明办负责属地媒体ꎬ
全方位统筹媒体资源ꎬ 提升活动影响力ꎮ 省文

明办领导每周听取 “好人线索” 推荐工作的汇

报ꎬ 表扬先进ꎬ 督促后进ꎮ
２ 严格规范工作流程ꎬ 确保评选公平公

正ꎮ 为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ꎬ 确保 “好人” 候

选人的全面性、 立体性ꎬ 选树个人生活、 道德

层面、 事迹事实等多方面得到广泛认可的 “好
人” 代表ꎬ 我们按照 “各级都要做、 一直做到

底” 的原则ꎬ 建立了 “５５１５１” 工作流程ꎬ 严

把推荐评议关ꎮ “５５１５１” 即五公示、 五推荐、
一考察、 五审核、 一评审ꎬ 主要内容是坚持由

村组 ( 站、 所、 班、 组 )、 乡镇 ( 部门、 单

位)、 县文明办、 市文明办 (省级部门、 单

位)、 省文明办逐级公示和推荐ꎬ 由省市文明

办和候选人所在单位联合考察ꎬ 由当地纪检、
公安、 计生、 工商、 税务等部门进行审核ꎬ 由

专家评委会对候选人进行评审并报省文明委领

导审定ꎮ
３ 精心打造推荐平台ꎬ 层层夯实活动基

础ꎮ 自 “陕西好人” 推荐评议活动开展以来ꎬ
陕西各地以 “陕西好人” 推荐评选活动为基

础ꎬ 整合省内各类道德评选载体ꎬ 逐级设立平

台ꎬ 理顺县、 市、 省三级 “好人” 评选时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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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自下而上ꎬ 前后衔接ꎬ 逐级推荐提升的多

体系、 多层次推荐平台ꎬ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并

挖掘身边的平民英雄和凡人善举ꎮ 通过广泛发

动广大干部群众在熟悉的人群中推荐好人ꎬ 在

日常生活中发现好事ꎬ 选树先进ꎬ 培养典型ꎬ
打造 “陕西好人” 品牌ꎬ 让 “好人” 推荐活动

真正深入到群众当中ꎬ 进一步提升群众对 “好
人” 活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我们每两月发布

一次 “陕西好人榜”ꎬ 规定只有上榜的 “陕西

好人” 才有资格被进一步推送为 “中国好人

榜” 候选人ꎮ 近两年ꎬ 陕西省好人线索推荐以

“陕西好人” 推荐评议活动为抓手ꎬ 为 “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ꎮ
４ 不断创新活动形式ꎬ 引导群众广泛参

与ꎮ 运用新兴媒体渠道ꎬ 设计好人推荐环节ꎬ
让广大群众熟悉 “好人” 评选流程和机制ꎬ 真

正愿意参与活动之中ꎮ 为进一步畅通报送渠

道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陕西好人材料上报系统”
正式上线ꎮ 为进一步扩大 “陕西好人” 的品牌

效应ꎬ 省文明办研发建立了 “陕西好人” 网络

投票评议平台ꎬ 每两个月组织开展一期 “陕西

好人” 推荐评选活动ꎬ 单月 １５ 日至 ３０ 日在陕

西文明网和 “文明陕西” 微信公众号集中展示

本期参加 “陕西好人” 评选的候选人事迹ꎬ 广

泛发动网民为好人投票点赞ꎬ 评议好人ꎬ 学习

好人ꎬ 进一步崇尚好人、 褒奖好人、 争做好

人ꎬ 推动向上向善的道德风尚在三秦大地落地

生根ꎮ
二、 抓表彰激励ꎬ 确保推荐工作充满

活力
为了从制度层面上提升推荐工作的核心动

力ꎬ 我们建立了表彰激励的长效机制ꎬ 把 “身
边好人” 活动情况纳入对各市文明办的目标考

核中ꎬ 把活动具体化为能操作、 能实践、 能考

核的测评内容ꎬ 不断完善对地市及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的考核要求ꎮ

１ 完善考核项目ꎬ 明确量化分值ꎮ 为了将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落到实处ꎬ

省文明办在印发的 «陕西省文明年度业务工作

考核办法» 中ꎬ 明确将 “中国好人榜” 线索推

荐纳入地市的年度考核体系中ꎬ 入选 “中国好

人榜” 一人加 ２ 分ꎬ 入选 “陕西好人榜” 一人

加 １ 分ꎬ 累计加分ꎬ 上不封顶ꎮ 省文明办对考

核位居前列的市 (区) 文明办在全省文明办主

任会议上进行表彰ꎮ
２ 建立挂钩机制ꎬ 激励线索推荐ꎮ 为加大

线索推荐力度ꎬ 争取更多的 “陕西好人” 能够

成为 “中国好人”ꎬ 我们对各地市采取线索推

荐与上榜好人挂钩机制ꎬ 各地市的线索推荐数

量将直接与本地市每期上榜的 “陕西好人” 数

量挂钩ꎬ 同时也关系到本地市已上榜的 “陕西

好人” 能否被进一步推送至 “中国好人榜”ꎮ
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推荐身边好

人好事的积极性ꎬ 激励各级单位部门切实做好

线索推荐工作ꎮ
３ 纳入测评体系ꎬ 定期通报表彰ꎮ 为了更

全面、 更深入地开展 “我评议、 我推荐身边好

人” 活动ꎬ 我们积极组织在各级文明城市、 文

明村镇、 文明单位开展此项活动ꎬ 将 “好人”
的推荐评选及线索推荐纳入城市文明程度测评

体系ꎬ 作为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的

重要考核内容ꎬ 明确具体量化分值ꎮ 入选 “陕
西好人榜” 和 “中国好人榜” 的 “好人”ꎬ 在

评选道德模范时优先考虑ꎮ 省文明办每半年对

省文明委成员单位的 “身边好人” 推荐、 上榜

情况进行书面通报ꎬ 年底进行年度情况通报ꎬ
以此激励督促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切实抓好工作落实ꎮ
三、 抓宣传引导ꎬ 确保推荐工作深入

人心
为宣传好上榜好人的先进事迹ꎬ 在全社会

营造学习、 关爱、 崇尚、 争当身边好人和道德

模范的浓厚氛围ꎬ 使陕西省好人宣传工作常态

化、 规范化ꎬ 省委宣传部、 文明办印发了 «陕
西好人宣传工作方案»ꎬ 要求各级各类媒体紧

扣好人事迹ꎬ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ꎬ 在重要

版面、 黄金时段、 显著位置持续刊播宣传ꎬ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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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ꎮ
１ 建好主流媒体这个主攻阵地ꎮ 为精心做

好 “好人” 宣传工作ꎬ 我们制定宣传工作方

案ꎬ 在陕西日报开设 «陕西好人榜» 专栏ꎬ 深

度宣传上榜好人的先进事迹ꎻ 在省、 市主要时

政期刊开设 “陕西好人” 专栏ꎬ 开展先进事迹

的展示和研讨ꎻ 在陕西广播电视台 «新闻联

播» 开设 «凡人善举» 专栏ꎬ 每天宣传一个身

边好人的故事ꎬ 弘扬他们的好精神、 好品质ꎮ
省文明办组织编印 “陕西好人” 简报ꎬ 集中通

报 “陕西好人” 及 “中国好人” 事迹ꎬ 同时分

享部分地市如何更好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 活动的经验材料ꎬ 并将简报发送到各地

市文明办及省内各行业单位ꎬ 进一步扩大 “好
人” 事迹在地市及行业的示范带动效应和价值

引领效应ꎮ
２ 开拓新兴媒体这个创新渠道ꎮ 为进一步

扩大 “好人” 的社会影响力ꎬ 我们充分运用

省、 市主流网站及 “两微一端” 等新兴媒体ꎬ
吸引广大网民为上榜 “中国好人” 及 “陕西好

人” 评议点赞ꎬ 陕西文明网在首页位置长期集

中宣传展示 “陕西好人” 先进事迹ꎬ 开设 “陕
西好人” 投票评议平台、 “陕西好人榜” 事迹

发布平台和 “中国好人榜上的陕西人” 事迹展

示区: 发挥微博、 微信和手机客户端等新兴媒

体覆盖面广、 信息量大、 传播速度快等特点ꎬ
扩大好人先进事迹的影响力ꎻ 开通陕西好人微

信群ꎬ 为 “好人” 打造学习、 交流、 展示平

台ꎻ 在陕西省文明办官方微博上设立 “我省入

选 ‘中国好人榜’ꎬ 人物展播” “身边的感动”
“草根英雄” 等板块ꎬ 全方位、 多角度地进行

宣传ꎻ 协调省内移动、 电信、 联通三大运营

商ꎬ 搭建传播平台ꎬ 在全省范围内运用手机

报、 短信、 彩信、 彩铃等方式ꎬ 开展 “陕西好

人” 主题信息传播活动ꎮ
３ 紧抓 “好人” 发榜这个重要节点ꎮ 为了

更好地宣传上榜中国好人和陕西好人ꎬ 每期

“陕西好人榜” 都由省、 市内主流媒体同步发

榜ꎬ 全面营造 “好人” 风潮ꎮ 每期 “陕西好人

榜” 发布后ꎬ 省、 市主要报刊以不少于一个整

版的篇幅在重要版面发布 “陕西好人” 荣誉

榜ꎬ 不少于一个整版刊登上榜好人事迹ꎻ 电台

各频率第一时间在重要时段播出 “陕西好人

榜” 新闻通稿和上榜好人的简要事迹ꎻ 各级广

播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发 “陕西好人榜” 新

闻通稿ꎮ 我们还将这些对好人的宣传纳入公益

广告统计考核中ꎬ 不断加强宣传ꎬ 扩大影响ꎬ
通过这些宣传工作ꎬ 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好人、
崇尚好人、 争做好人的浓厚氛围ꎮ

江苏省南京市文明办

实施全方位宣传
打造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品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ꎬ 中国文明网开设 “好人

３６５” 专栏ꎬ 每天讲述一位 “中国好人” 故事ꎬ
在全国各地引发学习热潮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ꎬ

南京市按照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网对 “好人

３６５” 工作的总体部署ꎬ 根据南京实际和特色ꎬ
启动了以 “学习身边榜样、 践行核心价值” 为

８６７



经验交流

主旨的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工作平台ꎬ 每天推出

一位 “南京好人”ꎬ 全媒体讲述好人故事ꎮ 同

时ꎬ 不断健全推荐、 评选、 宣传、 关爱、 管理

等机制ꎬ 完善好人文化建设工作体系ꎮ
一、 开展活动推广ꎬ 夯实品牌基础
只有调动社会力量和民众广泛参与ꎬ 品牌

打造才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ꎮ 除了通过热线电

话、 网络和邮箱等多种手段发动市民群众参加

每月 １０ 位南京好人推荐评选活动外ꎬ 我们还组

织开展专题活动ꎬ 吸引社会各界积极关注和积

极融入ꎬ 为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品牌形成打下了

坚实的社会基础ꎮ
１ 举办 “南京好人节”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 我们以第十三个全国 “公民道德宣传日”
为契机ꎬ 以推广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为重点ꎬ 举

办 “南京好人节”ꎬ 在全市 １１ 个区同步组织开

展了 “金陵好人颂” 文艺演出、 “好人说ꎬ 说

好人” 现场交流会、 “南京好人” 志愿服务、
“关爱好人在行动” 等 ３０ 多项活动ꎬ 引广大市

民积极参与到 “南京好人 ３６５” 的宣传推广中

来ꎬ 大力营造崇尚好人、 学习好人、 关爱好

人、 争当好人的社会氛围ꎮ
２ 组织 “南京好人 ３６５” 进学校、 进社区

活动ꎮ 把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工作室搬进学校、
社会和工地等ꎬ 在好人工作的现场开展访谈ꎬ
与好人亲属、 同事互动ꎬ 丰富好人事迹ꎬ 体验

好人道德力量ꎮ 鼓励 ３５ 位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上

榜人物建立 “道德模范工作室” “好人工作

室”ꎬ 激励道德典型进一步发挥特长、 服务群

众ꎬ 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爱岗敬业、 助人为

乐、 奉献社会ꎮ
３ 举办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一周年分享会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ꎬ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一周年分

享会举行ꎬ “南京好人 ３６５” 网页在 “我的南

京” “在南京” “我们家” 等重点 ＡＰＰ 同期上

线ꎮ 分享会现场ꎬ 南京好人代表崔传面、 农

阳、 吴风军与现场观众分享了感人故事ꎮ 退

休职工崔传面开设的 “免费茶水” 摊ꎬ 一摆

就是 １７ 年ꎬ 在分享会上ꎬ 崔传面说: “无论

他是谁ꎬ 来自哪个地方ꎬ 都要尽自己的力量

帮助他们ꎬ 让别人觉得到了南京就像到了

家ꎮ” “断指好人” 吴风军在分享会上讲述了

为救被压在电动车下的环卫工ꎬ 被铁皮切断

无名指末端的故事ꎻ 从小因患小儿麻痹症被

父母遗弃的农阳ꎬ 如今是个 “好邻居”ꎬ 虽然

他自己身体多有不便ꎬ 却仍坚持每天拄着拐

杖照顾已年过九旬的邻居徐爷爷ꎮ 在分享会

上ꎬ 南京文明办还举行了讲述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人物故事的书籍 «德耀金陵②» 首发

式ꎬ 让市文明委成员单位、 各区文明办负责

同志和好人代表、 广大民众共同感受 “南京

好人 ３６５” 一年来的精彩历程ꎮ
４ 加强理论引导ꎮ 南京文明办多次组织南

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社科院和南京市

委党校等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对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与南京好人文化进行研究和探讨ꎬ 提出

了具体思路和发展对策ꎬ 形成了 «伦理视域中

的 “南京好人” » «道德模范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好人” 现象的历史观照

与现实思考» 等理论成果ꎬ 并在 «南京市委党

校学报» 等上专题刊发ꎬ 有力地促进了 “南京

好人 ３６５” 的品牌宣传ꎮ
二、 加强社会传播ꎬ 提升品牌影响
不论是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工作室成立、 “南

京好人” 库建立、 关爱 “南京好人” 基金会筹

建ꎬ 还是 « “南京好人” 关爱与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 «书写文明南京———中国好人微博集锦»
图书首发ꎬ 每一项举措开展实施ꎬ 我们都组织

各级媒体进行集中宣传报道ꎬ 让社会了解 “南
京好人 ３６５” 的成长进步ꎮ 与此同时ꎬ 南京市

还借助各种载体ꎬ 打造专门阵地ꎬ 做好社会宣

传ꎬ 展示品牌形象ꎮ
１ 设置媒体栏目宣传ꎮ 我们在南京日报、

金陵晚报、 南京电视台、 南京电台、 南京文明

网等媒体设立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专栏ꎬ 在南京

文明网开设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专题网页ꎬ 不间

断地开展好人事迹宣传ꎮ 广大市民看、 听好人

故事ꎬ 议论好人精神ꎬ 接受好人思想ꎬ 通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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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把好人文化渗透社会方方面面ꎬ 大力增

强 “南京好人 ３６５” 的魅力和社会知名度ꎮ
２ 借助社会阵地宣传ꎮ 我们设计了 “南京

好人 ３６５” ＬＯＧＯꎬ 印制在笔记本、 宣传材料、
文化杯等物品上ꎬ 打造 “南京好人 ３６５” 的品

牌外观识别形象ꎮ 在户外电子大屏和楼宇电

视、 地铁动视等载体上ꎬ 不间断推送反映 “南
京好人 ３６５” 主题的公益广告ꎮ 在客流量较大

的地铁站ꎬ 建设南京 “市民楷模馆” 和 “美德

车站”ꎬ 发布 ２０ 位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的感人

事迹、 名言名句ꎮ
３ 运用文艺手法宣传ꎮ 我们邀请第 １１ 届

“南京好市民” 吕战平担任团长ꎬ ７３ 位具有艺

术特长的中国好人、 道德模范等ꎬ 组成 “好人

艺术团”ꎬ 设立说唱、 合唱、 舞蹈、 戏曲四支

队伍ꎬ 以各类别好人为素材ꎬ 到各个社区、 敬

老院进行巡演ꎬ 演好人说好人ꎮ 同时ꎬ 定期举

办 “好人志愿者说唱先进典型” “道德模范基

层巡讲” 等活动ꎬ 将道德模范的精神事迹以节

目的形式艺术化地展示出来ꎻ 通过广场文化演

出活动等多种形式ꎬ 将好人好事编成小故事、
小节目ꎬ 艺术化地阐释好人形象ꎬ 使 “南京好

人 ３６５” 家喻户晓ꎬ 更大范围地放大 “好人效

应”ꎮ
三、 运用媒介技术ꎬ 放大品牌效应
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ꎬ 随时

随地进行好人事迹的传播和互动交流ꎬ 形成

“城市天天都有好人涌现、 民众天天都有榜样

可学、 社会天天都在传播好人文化” 的良好社

会效应ꎮ

１ 推进 ＡＰＰ 上线ꎮ 我们将每个 “南京好

人” 的事迹、 音频、 视频等素材ꎬ 设计制作成

“南京好人 ３６５” 网页ꎬ 在 “我的南京” “在南

京” “我们家” 和 “喜马拉雅” 等重点 ＡＰＰ 上

推送ꎮ 许多单位从 ＡＰＰ 上获得 “南京好人”
信息后ꎬ 纷纷邀请 “南京好人” 参加重要活

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南京纬三路过江隧道开

通仪式邀请了 “南京好人 ３６５” 访谈嘉宾、 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杨学涛和 “江苏好

人” 宋明明作为市民代表和市委领导一同剪

彩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 日ꎬ 大报恩寺经过多年的建

设向市民开放ꎬ 隆重邀请参加过 “南京好人

３６５” 访谈的魏铭一家参加开放活动ꎮ
２ 开展微博微信互动ꎮ 通过 “文明南京”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好人微博群” 的网上互

动专区ꎬ 每天同步播出 “南京好人 ３６５” 故事ꎬ
吸引更多人去阅读学习好人事迹ꎮ 组织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主动点评转发好人事迹ꎬ 到目前

共转发微博、 微信 ２０ 万余条ꎮ “南京好人 ３６５”
网上接力互助好人活动期间ꎬ 南京市第一医院

在 “南京好人 ３６５” 网页上看到了求助信息ꎬ
主动联系了第五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吴风军ꎬ 免费为他做了断指功能恢复手术ꎮ
３ 出版多媒体书籍ꎮ 在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平台运行一周年之际ꎬ 我们还把每天刊播的好

人事迹汇集成多媒体书籍 «南京好人①»ꎬ 广

大群众不仅可以阅读文字ꎬ 还可以通过扫描二

维码ꎬ 听好人事迹广播ꎬ 看宣传好人视频ꎮ 通

过这样的方式ꎬ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实现了更便

捷、 更有效、 更立体地传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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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日照市文明办

组建新媒体联盟
打造 “互联网＋” 文明的日照模式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ꎬ 也改变了信息的传播

方式与阅读方式ꎮ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ꎬ 在中央

文明办、 山东省文明办的指导和要求下ꎬ 日照

市及时转变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ꎬ 在运用新媒

体开展网络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积极建设文明

传播新阵地ꎬ 组建文明传播新联盟ꎬ 用 “互联

网＋” 思维讲文明故事ꎬ 牢牢掌握文明传播主

阵地ꎬ 积极发声传递网络正能量ꎮ 我们的主要

做法如下:
一、 搭建传播平台ꎬ 形成发布机制
一方面ꎬ 坚定不移地用好报纸电视等传统

媒体ꎬ 增强传播的公信度与深度ꎮ 另一方面ꎬ
坚定不移地创建文明办系统的自主新媒体平

台ꎬ 增强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一是搭建 “１２１” 新媒体传播平台ꎮ 打仗

要有武器ꎬ 盖楼要打地基ꎬ 搞文明传播要有平

台ꎮ 我们依靠日照文明网的建设基础ꎬ 顺应新

媒体发展趋势ꎬ 搭建了 “ １２１” 传播平台ꎮ
“１２１” 即 “一网、 两微、 一端”ꎬ 分别是日照

文明网、 “文明日照” 微信公众号、 “文明日

照” 微博以及我们自主研发的 “文明日照” 客

户端ꎮ 这四个平台如同飞机坦克和长枪短炮之

间的关系ꎬ 日照文明网与客户端是我们的 “飞
机坦克”ꎬ “文明日照” 微信、 微博是 “长枪短

炮”ꎬ 它们互相配合、 相互支持ꎬ 达到一次采

集、 多元生成、 立体传播、 形成合力的效果ꎮ
二是明确产品定位ꎬ 建立传播循环ꎮ “一

网、 两微、 一端” 四个平台功能各有不同ꎬ 又

相互配合ꎮ 针对重大活动报道ꎬ 我们探索了四

个平台联动、 次序发布形成传播循环的发布机

制ꎮ 日照文明网、 客户端主打 “高端”ꎬ 主要

以时政类文明新闻为主ꎬ 侧重于大型活动报

道ꎮ 重大报道一般按照以下发布流程: 先由官

方微博发布一个短消息ꎬ 再由公众号集中刊

发ꎬ 然后由日照文明网、 客户端进行深度传

播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文明日照” 微信公

众号推出 « “山东好人” 秦绪鹏患病无力卖苹

果ꎬ 希望市民伸出援手帮一把» 的信息ꎬ 迅速

引起各界高度关注ꎬ 两个小时内该稿件迅速发

酵、 快速传播ꎬ 阅读量累计达到 １０ 万余条ꎮ １１
日ꎬ 日照文明网、 客户端发布跟进报道后ꎬ 短

短 ２ 天时间ꎬ 事件主人公的 １ ６ 万余斤苹果全

部卖完ꎮ 趁热打铁ꎬ 我们采写了 «帮 “山东好

人” 秦绪鹏卖苹果的新闻缘何连夜撤版» 等稿

件ꎬ 获得良好社会反响ꎬ 该新闻先后荣获山东

省地市报好新闻一等奖、 山东新闻奖二等奖ꎮ
三是开设专栏ꎬ 完善平台功能ꎮ 在新媒体

的整体布局中ꎬ 我们重点打造 “文明日照” 微

信平台ꎬ 精兵强将办微信ꎬ 策划活动引关注ꎮ
“文明日照” 微信公众号开通运行短短一年间ꎬ
即拥有粉丝 １７ 万人ꎬ 跻身日照政务微信排行榜

前列ꎮ 为充分利用好已有资源ꎬ “文明日照”
微信公众平台开设了 “文明网” “日照新闻”
“互动” 三大专栏ꎬ 每个专栏下设二级栏目ꎬ
把文明传播系统的主打产品贯通起来ꎮ “日照

新闻” 专栏对接的是日照主流媒体 «日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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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黄海晨刊» 和日照广播电视台的 «直播

日照» 栏目等相关内容ꎬ “互动” 专栏主打特

色活动ꎬ 曝光不文明行为、 网络投票等活动长

期吸引用户参与ꎮ 用户只需关注 “文明日照”
微信公众号ꎬ 就可以网罗日照本地的大事小

情ꎬ 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率达到了最大化ꎮ
二、 建立新媒体联盟ꎬ 汇聚微力量
做好工作ꎬ 队伍是关键ꎮ “文明日照” 公

众号注重自身队伍建设ꎬ 也力求联合一切可以

联合的力量ꎬ 注重聚合本地优质新媒体公号、
文明行业新媒体ꎬ 以及自媒体人的影响力ꎬ 形

成了一支富有活力、 机动灵活、 专兼职结合的

传播队伍ꎮ
一是建立新媒体联盟ꎮ 为解决全市政务微

信公众号力量分散ꎬ 无法形成体系与合力的问

题ꎬ 市文明办牵头建立了日照市文明传播新媒

体联盟ꎮ “文明日照” 公众号作为发起者ꎬ 把

公安、 住建、 教育、 检察等 ３２ 个全市最具社会

影响力、 与文明创建息息相关的行业、 区县自

媒体纳入进来ꎬ 形成了一个覆盖日照 ５０ 余万人

的新媒体联盟ꎮ
新媒体联盟成立之初ꎬ 我们就制定了联盟

倡议、 联盟公约ꎬ 定期召开例会ꎬ 共同策划活

动ꎮ 遇到重大报道ꎬ “文明日照” 率先策划内

容并及时发布ꎬ 通过工作联络 ＱＱ 群上传新闻

内容ꎬ 联合发布通知ꎬ 提示各成员公众号跟进

话题ꎬ 共同发布ꎬ 形成传播聚合效应ꎮ
二是优化供稿机制ꎮ 我们从全市 ７ 个县区、

４００ 余家文明单位挑选了 ２０００ 余名通讯员组成

供稿源ꎬ 通讯员以 “自媒体” 身份自采自编稿

件ꎬ 并推稿至 “文明日照” 微信平台ꎬ 经审核

确定信息内容后择优选用ꎮ 为进一步提升 “文
明日照” 微信公众号刊发的图片稿件质量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我们组建了日照文明办传

播摄影协会ꎬ 协会成员大量专业的拍摄作品为

“文明日照” 图片发布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三是坚持专人专职ꎮ 日照文明网采取管办

分离的管理方式ꎬ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来

办ꎮ 市财政每年列支 ５０ 万元经费供日照文明网

运营使用ꎬ 此外还有大量活动经费补充到新媒

体的活动策划和日常运营中ꎮ
三、 坚持内容为王ꎬ 传播微文明
无论做什么媒体ꎬ 可信、 可读、 易传播是

第一位的ꎬ “文明日照” 始终把握主流导向、
坚持内容为王、 主动发出声音ꎬ 工作取得了良

好成效ꎮ
一是聚焦主题活动ꎮ “文明日照” 微信公

众号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引领

正确舆论导向ꎬ 传播正能量ꎬ 弘扬真善美ꎮ 在

“文明日照” 微信平台发起的 “日照好人” 推

荐评选活动中ꎬ ３２ 个新媒体联盟平台同步发

动ꎬ 广大市民通过随手拍、 短评短语的方式ꎬ
将身边的好人推荐上来ꎬ 群众参与热情高涨ꎮ
开展道德模范、 “十大孝星” 评选活动ꎬ ２００ 多

名好人事迹通过网络、 电波传播到城市每一个

角落ꎬ 参与网络投票人数达 ５ 万余人ꎮ 传统活

动内容与新媒体传播渠道有机结合ꎬ 优势互

补ꎬ 吸引大量受众关注ꎬ 传播效果大大超出

预期ꎮ
二是策划特色活动ꎮ 近两年ꎬ 我们先后推

出了 “牵手斑马线” “留住乡村记忆” “挂灯

笼传家训” “整治环境美丽家园” 等 ２００ 余项

特色活动ꎮ 针对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ꎬ 推出了

“寻访日照抗战老兵” 活动ꎬ 挖掘了上百个英

雄故事ꎻ 针对关爱特殊岗位的劳动者ꎬ 推出了

“致敬一春节守岗人” 活动ꎻ 针对关心关爱环

卫工人ꎬ 推出了 “为环卫工人设立 ‘爱心驿

站’ ” 的倡议ꎬ ３０ 余家单位、 公共场所积极响

应ꎻ 针对乱闯红灯、 拦截车辆发小广告等不文

明行为ꎬ 设置了 “文明监督台”ꎬ 公布时间、
地点、 人物及事件、 旁证ꎬ 并开通 “请你评

论”ꎬ 邀请网友投票评论ꎻ 针对不文明现象ꎬ
策划制作创城版 «伤不起» ＭＶꎬ 迅速走红朋

友圈ꎬ 单篇阅读量达 １ ４ 万次ꎮ
三是主动引导舆论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

日照市岚山区石大科技发生重大火灾事故ꎬ 一

时谣言四起ꎬ 消防战士死伤惨重ꎮ 事发当天上

午ꎬ “文明日照” 微信公众号紧紧抓住新闻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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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 及时推送 «消防小哥ꎬ 让我们看看你的身

影»ꎬ 及时澄清事件真相ꎬ 该文吸引了 ３ ７７ 万

的阅读量ꎬ 弘扬了正能量ꎬ 又及时权威地发布

了市民迫切想知道的事实真相ꎮ
四是着力发出声音ꎮ 评论是新媒体的重要

武器ꎬ 去年我们历时 ３ 个多月ꎬ 对城市文明创

建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综合整治ꎬ 力度之

大ꎬ 前所未有ꎬ 但是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杂

音ꎮ “文明日照” 微信平台迅速反应ꎬ 针对市

民关注的热点问题ꎬ 每天一篇连发 ６０ 篇专题评

论ꎬ 解疑释惑ꎬ 得到市民的高度关注和好评ꎬ
«关键是领导干部要硬起来» «整治红三轮是一

道考题» «烧烤的江湖ꎬ 吃法得改改了» 等评

论文章阅读量都达到 ３０００ 人次以上ꎬ 在关键时

刻发出正面声音ꎬ 为创城工作顺利推进营造了

浓厚的舆论氛围ꎮ 在去年的全国城市文明程度

指数测评中ꎬ 日照市取得了全国提名资格城市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ꎮ
人在哪里ꎬ 传播的重点就在哪里ꎮ 时代需

要正能量ꎬ 传播需要新载体ꎮ 办一流的文明传

播媒体ꎬ 讲好文明故事ꎬ 凝聚正能量、 树立新

风尚ꎬ 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引导权ꎬ 这就是 “文
明日照” 新媒体的探索与追求ꎮ

湖南省长沙市文明办

办好雷锋家乡文明网
唱响精神文明主旋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培育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ꎬ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 滋养社会ꎮ”
近年来ꎬ 在中央文明办的正确领导和中国文明

网的精心指导下ꎬ 长沙市以加强文明网建设为

重要抓手ꎬ 不断拓展网络主阵地ꎬ 突出价值导

向ꎬ 夯实工作基础ꎬ 注重内容创新ꎬ 着力讲述

好 “文明故事”ꎬ 传播好 “文明声音”ꎬ 在网上

奏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ꎮ 我们的主要

做法是:
一、 设机构、 定编制ꎬ 确保专人干专事
互联网具有信息量大、 交流快速和传播广

泛等特点ꎬ 办好文明网必须建立组织有力、 科

学有序、 运转有效地规范工作机制ꎮ 长沙市坚

持从 “做专、 做大、 做实” 三个方面入手ꎬ 为

文明网建设提供坚强保障ꎮ

一是将机构做 “专”ꎮ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ꎬ 专门的人管专门的事”ꎬ 长沙市参照中央

文明办机构设置ꎬ 率先在市文明办成立网络文

明工作处ꎬ 在当前人员偏紧的情况下ꎬ 从宣传

系统选派 ２ 名优秀年轻干部负责长沙文明网、
长沙未成年人网、 “两微一端” 等平台的建设

和日常管理ꎬ 切实抓好全市网络文明传播工

作ꎻ 成立长沙文明网编委会ꎬ 整合各区县

(市) 文明办、 市文明委成员单位、 星辰在线

(长沙市委、 市政府官方新闻网站) 资源力量ꎬ
共同做好报道策划、 内容审核、 经验交流等工

作ꎬ 确保各项工作步调一致、 同频共振ꎮ
二是将平台做 “大”ꎮ 在做大做强长沙文

明网的同时ꎬ 不断加大对长沙未成年人网、 雷

锋网的建立管理力度ꎬ 做精做深 “文明长沙”
“锋蜜在行动” “长沙未成年人网” 三大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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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平台ꎬ 同时做优做强本地微博、 微信、 客

户端ꎬ 形成文明传播合力ꎮ 同时ꎬ 加强对长沙

县、 浏阳市、 宁乡县等文明网的管理ꎬ 定期召

开区县 (市) 文明网集群会议ꎬ 分享经验ꎬ 展

示成果ꎬ 共同提高ꎮ 目前ꎬ 长沙文明网站群已

经构建了辐射全国、 覆盖全市、 资源共享、 优

势互补、 相融互动的网络矩阵新格局ꎮ 另外ꎬ
我们还充分借力各类政府网站、 各部门网络平

台ꎬ 共同发布文明创建工作重点、 动态信息ꎬ
形成资源共享ꎮ

三是将责任做 “实”ꎮ 将网络精神文明建

设纳入全市文明创建绩效考核和季度文明指数

测评ꎬ 纳入文明创建重点督查的项目ꎬ 做到细

化指标、 量化考核ꎬ 与奖励挂钩ꎮ 同时ꎬ 将此

项工作作为文明创建的特色加分项目之一ꎬ 和

全市绩效考核挂钩ꎬ 根据工作项目的难易程度

设定测评分值ꎬ 以月通报、 月排名、 季考核的

方式ꎬ 激励全市各级文明单位、 区县 (市) 文

明办积极参与配合ꎮ 建立工作提示制度ꎬ 按照

“大型工作月度提示、 日常工作每日提示、 紧

急工作马上提示” 的原则ꎬ 督促各区县 (市)
文明办对于工作及时落实ꎬ 及时安排ꎮ 长沙文

明网站工作经费支持则采取 “以奖代补” 的方

式ꎬ 将中国文明网对我市网站季度测评的成绩

与经费拨付挂钩ꎬ 奖优罚劣、 奖勤罚懒ꎬ 鼓励

和支持网站采编人员多出精品、 多出力作ꎬ 进

一步激发工作活力ꎮ
二、 建队伍、 引人才ꎬ 打造网站建设

“主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网络强国ꎬ 没

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ꎬ 是难以成功的ꎮ” 长

沙市大力加强网络文明传播队伍建设ꎬ 着力打

造了一支政治素质强、 业务水平高、 工作作风

硬、 覆盖范围广的网站建设骨干队伍ꎮ
一是发挥骨干力量的主力军作用ꎮ 长沙文

明网从全市公开选拔网站专业工作人员 ４ 人ꎬ
主要负责新闻宣传报道、 文明长沙新媒体运营

工作ꎮ 充分发挥长沙文明网承建方 “星辰在

线” 的资源优势ꎬ 不断提高网络运营管理水

平ꎬ 组建了一支由新闻时评专家、 网络评论意

见领袖、 文明观察员等组成的骨干队伍ꎮ 同

时ꎬ 我们定期对他们进行培训ꎬ 仅去年就培训

了 １１ 期ꎬ 今年已经培训了 ３ 期ꎬ 并邀请他们担

任本地论坛的版主、 博主、 群主ꎮ 同时ꎬ 在全

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发展建立了 ３００ 余人的文

明网通讯员队伍ꎬ 负责信息报送、 稿件初编等

工作ꎬ 让网站队伍延伸到每个触角ꎮ
二是发挥文明单位集团军作用ꎮ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 是一个地

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基层单元ꎬ
对精神文明创建起着示范带动作用ꎮ 我们将网

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为各级文明单位申报、
考评的重要条件ꎬ 定期以发函、 督办、 通报的

形式予以推进ꎮ 目前ꎬ 全市 １６ 家全国文明单位

共注册网络文明志愿者 ８５ 人ꎬ 省、 市级文明

单位注册的网络文明志愿者超过万人ꎮ 这些

身处各行各业的志愿者ꎬ 积极报送精神文明

建设有关信息ꎬ 撰写评论文章ꎬ 在微博、 论

坛、 微信中等网络平台发出网络好声音ꎬ 传

递网上正能量ꎬ 为提升全市网络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水平ꎬ 推动各项创建工作蓬勃开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ꎮ
三是发挥大学生的生力军作用ꎮ 长沙有各

类高校 ８０ 多所ꎬ 在校大学生超过 １００ 万名ꎮ 我

们积极动员和引导大学生参与长沙文明网建设

工作ꎬ 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 培训和就业机

会ꎬ 让他们实际参与到采访编辑、 新媒体运

营、 评论撰写等各类别的工作中ꎮ 大学生新颖

独特的视野、 活力四射的文风为网站工作注入

了青春力量ꎮ 同时建立评优机制ꎬ 对优秀大学

生实施表彰ꎬ 给予奖金、 物品等奖励ꎬ 仅去年

就表彰优秀大学生志愿者 ２００ 人、 发放资金近

２０ 万元ꎮ 今年以来ꎬ 我们又与中南大学、 湖南

师大、 长沙学院、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签订部校合作协议ꎬ 开展网络精神文明建设课

题研究、 网站建设、 技术升级、 包装开发等专

业合作ꎬ 鼓励广大青年学子为网络精神文明建

设挥洒青春、 发挥才干、 贡献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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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树品牌、 强效果ꎬ 打造文明传播

新矩阵
随着全市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不断提

升ꎬ 网上活动的影响力不断增强ꎬ 如何把工作

引向深入ꎬ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网站品牌活动

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ꎬ 我们以 “特色建站、
内容为王” 为宗旨ꎬ 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和

探索ꎮ
一是注重文明特性ꎮ 我们紧紧围绕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文明城市、 文明村

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五大创

建ꎬ 诚信建设、 志愿服务、 文明旅游等重点工

作ꎬ 在舆论导向、 活动策划、 专题报道、 栏目

建设上做文章ꎬ 除了扎实做好各种工作的重点

报道外ꎬ 还积极构思选题ꎬ 策划了各类活动专

题 １９８ 个ꎬ 签发报道 １１０００ 余篇ꎮ 举办了 “奔
跑吧! 文明” “文明旅游进期末考试” “长沙学

子放飞文明旅游主题风筝” 的主题活动近 ２００
个ꎬ 为长沙建设更高水准全国文明城市作出了

积极贡献ꎮ
二是注重雷锋特色ꎮ 长沙是雷锋的故乡ꎬ

长沙文明网在建设中坚持发挥 “雷锋故乡” 的

地域优势ꎬ 积极讲述长沙好故事ꎬ 传播长沙好

声音ꎻ 积极建设 “中国雷锋网”ꎬ 将其打造成

为中国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标志性网站ꎻ 组织策

划 “雷锋家乡学雷锋” 大型网络访谈活动ꎬ 制

作推出 «雷锋家乡的小雷锋» «不一样的雷锋»
«奔跑吧ꎬ 雷锋精神» 等 ８０ 多个学雷锋志愿服

务专题ꎬ 展现长沙群众积极踊跃学雷锋的精神

面貌ꎻ 建设 «永远的微笑» 雷锋影视展播基

地ꎬ 精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雷锋和志愿者故

事的优质视频 １６０ 部 (集)ꎬ 在中国文明网及

８８ 个地方文明网站上进行了重点推荐ꎬ 累计播

放量超过 ２０００ 万次ꎮ
三是注重时代特征ꎮ 积极运用互联网思

维ꎬ 创新报道方式ꎬ 融入社会热点亮点ꎬ 持续

增强微博、 微信、 客户端的宣传力度ꎬ 在乐视

云、 优酷、 腾讯视频等多个网络平台建立视频

基地ꎬ 以音视频等多媒体手段让报道形式更加

多样ꎮ 同时ꎬ 网站定期围绕 “互联网＋” “精准

帮扶” “工匠精神” “供给侧改革” 等时代热

词开展专题报道和评论ꎬ 推出 «长沙制秤老匠

人: 一头挑人间生计一头担天地良心» «劳模

的口袋: 装载着热情、 细致与责任» 等专题报

道 ２００ 多篇ꎻ 围绕传统节日、 纪念日、 主题日

开展主题报道ꎬ 第五届道德模范评选期间ꎬ 长

沙文明网推出 «历数道德模范中的厚德载物»
专题ꎬ 为道德模范评选助威加油ꎮ ２０１６ 年春

节ꎬ 长沙文明网小编在长沙街头通宵值守报

道ꎬ 拍摄采写了 «坚守的力量: 长沙劳动者的

除夕夜» 大型综合报道ꎮ 充满时代特征的内容

增强了报道吸引力和宣传影响力ꎬ 在雷锋家乡

唱响了网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ꎮ 长沙文明

网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 但对照中央文

明办和中国文明网的要求ꎬ 对照先进城市的水

平ꎬ 我们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ꎮ 下阶段ꎬ 我们

将认真按照 “做大做强文明网” 的重要指示精

神ꎬ 紧紧围绕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网工作部

署ꎬ 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 更新设备ꎬ 进一步

加强队伍建设、 集聚人才ꎬ 进一步强化内容建

设、 打造品牌ꎬ 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ꎬ 持

续提升吸引力、 扩大影响力ꎬ 把长沙文明网打

造成雷锋家乡网上道德高地ꎬ 为长沙建设更高

水准全国文明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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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文明办

完善机制　 创新引领
打造文明网评论新品牌

网络评论是网络媒体的旗帜和灵魂ꎬ 是判

断一个媒体能否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标尺ꎮ 好

的网络评论因其主题鲜明、 指向明确ꎬ 不仅能

开拓新闻事件内涵ꎬ 还能凝聚共识、 形成合

力ꎬ 成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成都文明网改版升级ꎬ 开设评论

专栏——— “蓉城锐评”ꎮ 该栏目设立以来ꎬ 我

们紧紧围绕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重点ꎬ 认真落实

中央文明办和省市文明办各项工作部署ꎬ 积极

配合中国文明网宣传要求ꎬ 从工作机制入手ꎬ
狠抓评论员队伍和评论内容建设ꎬ 不断扩展栏

目品牌影响力ꎮ 两年来ꎬ 成都文明网共撰写、
发布评论文章 ４０００ 余篇ꎬ 其中 ２０００ 余篇被中

国文明网采用ꎬ １１０ 余篇在中国文明网首页

“深度评论” 位置展示ꎮ
一、 完善机制ꎬ 壮大队伍ꎬ 形成全市

参与的工作格局
打造成都文明网 “蓉城锐评” 评论品牌需

要一支高水平的评论员队伍和一套行之有效的

管理办法ꎮ 近年来ꎬ 成都文明网从团队建设、
工作考核、 日常培训、 经费保障等环节入手ꎬ
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ꎮ

一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骨干评论员队伍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成都市文明办以会议形式召集各区

(市) 县和文明单位ꎬ 明确评论员选拔和管理

办法ꎬ 要求每个区 (市) 县至少挖掘推荐 １０
名优秀评论员ꎬ 明确 ２ 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评

论工作ꎮ 经市委宣传部协调ꎬ 市文明办从市网

信办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强、 熟悉互联网传播

规律的骨干网评员作为成都文明网特约评论

员ꎮ 截至目前ꎬ 成都文明网有评论员 ３００ 余人ꎬ
其中特约评论员 ５０ 余人ꎬ 人员组成包括文明单

位职工、 公务员、 高校教师、 党报党网新闻工

作者、 公益组织相关人士等ꎬ 形成了来源多、
专业强、 层次高的评论成员体系ꎮ

二是将评论工作与综合文明指数测评挂

钩ꎮ 我市将区 (市) 县组织评论工作成绩与当

地综合文明指数测评挂钩ꎬ 形成了导向明确的

激励机制ꎮ 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区 (市) 县的

积极性ꎬ ２０１５ 年ꎬ 我市龙泉驿区报送的 ５０ 余

篇原创评论被中国文明网采用ꎬ 其中 １６ 篇入选

中国文明网深度评论ꎮ 龙泉驿区组织评论工作

的成果有效提升了综合文明指数测评成绩ꎬ 当

年ꎬ 该区在成都市各区 (市) 县综合文明指数

测评排名中位居前列ꎮ
三是定期开展培训提升评论员业务素养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成都文明网每季度邀请市网信

办、 发改委等部门以及新浪、 腾讯等商业门户

网站专业人士ꎬ 为评论员开设舆论引导、 经济

形势、 传播规律等方面的讲座ꎬ 帮助评论员提

高业务水平ꎮ 此外ꎬ 成都文明网每天向评论员

推送一篇深度评论范文ꎬ 和评论员一起解析文

章ꎬ 总结稿件选材方向ꎮ 评论员徐有才 ２０１４ 年

签约成为成都文明网特约评论员ꎬ 当年他的评

论被中国文明网采用率不足 ２０％ꎬ 经过 １ 年多

的培训、 磨合ꎬ 其评论质量明显提高ꎬ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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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５ 个月成为我市被中国文明网采用稿件最

多的评论员ꎬ 其多篇文章入选中国文明网深度

好稿ꎮ
四是建立明确的稿酬激励标准ꎮ 近年来ꎬ

成都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持续加大网络精神

文明建设投入ꎬ 将文明网评论稿酬统一纳入文

明网建设经费并逐年递增ꎮ 按照成都文明网评

稿酬标准ꎬ 每位特约评论员每月撰写符合要求

的评论文章达 ５ 篇ꎬ 即发放固定稿酬ꎻ 评论文

章被中国文明网评论栏目以及深度评论栏目采

用ꎬ 稿酬按梯度递增ꎻ 被中国文明网评选为月

度优秀稿件ꎬ 每篇奖励 １０００ 元ꎻ 当年被中国文

明网首页深度评论栏目采用量最多的评论员ꎬ
将获评成都文明网优秀评论员称号ꎬ 获得 ５０００
元奖金ꎮ 据统计ꎬ 成都文明网每年向评论员发

放稿酬金额近 １５ 万元ꎮ
二、 快速响应ꎬ 内容为王ꎬ 全面反映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成都文明网将评论栏目命名为 “蓉城锐

评”ꎬ 顾名思义既要 “反应敏锐”ꎬ 也要 “思想

精锐”ꎮ 近年来ꎬ 成都文明网采取多种措施加

强文明网评内容建设ꎬ 全面反映精神文明建设

成就ꎮ
一是应对重大事件反应迅速ꎮ 通过日积月

累的工作ꎬ 成都文明网探索出 “文明网编辑及

时推荐评论题材———与评论员商定立意———专

人对接评论员迅速成稿” 的工作方法ꎮ ２０１４ 年

以来ꎬ 每天上午 １０ 时ꎬ 成都文明网的编辑准时

向评论员发布当日重大新闻ꎬ 如遇临时发生的

热点事件ꎬ 编辑会根据不同评论员的特点进行

定向约稿ꎬ 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文明网评向

中国文明网推送ꎮ 我们还开发了 “成都文明网

信息报送系统”ꎬ 评论员完稿后通过系统及时

报送ꎬ 确保文明网工作人员无论夜间还是周末

都能及时收到评论作品并进行编辑、 推送ꎮ 十

八届五中全会后ꎬ 中国文明网针对 “创新、 协

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理念下达报道提

示ꎬ 成都文明网当天迅速向评论员约稿ꎬ 特约

评论员撰写的 « “五大理念” 落地要注意民本

维度»ꎬ 从如何贯彻 “五大理念” 入手ꎬ 强调

落实中央精神必须重视 “民本”ꎬ 被中国文明

网要闻和深度评论位置采用ꎮ
二是针对社会热点事件组织深度评论ꎮ 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ꎬ 人们获取信息的渠

道增多ꎬ 媒体形态发生了颠覆性变化ꎬ 这要求

我们高度重视评论的舆论引导能力ꎬ 推动网民

形成共识ꎬ 凝聚网上正能量ꎬ 唱响网上主旋

律ꎮ 成都文明网随时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及舆情

演变ꎬ ２０１５ 年ꎬ 面对 “地铁哺乳” “老人摔倒

扶不扶” “青岛天价虾” 等热点争议话题ꎬ 及

时发声ꎬ 组织系列深度评论ꎬ 批驳错误思想观

点ꎬ 弘扬社会正气ꎮ
三是 “规定动作” 与 “自选动作” 同步发

力ꎮ 成都文明网精心打磨评论文章ꎬ 力争在做

好 “规定动作” 的基础上ꎬ 不断创新 “自选动

作”ꎮ ２０１５ 年端午节ꎬ 配合中国文明网 “我们

的节日” 系列活动ꎬ 我们推出了系列评论ꎮ 此

次集中宣传一改报道节日动态、 配发评论的传

统做法ꎬ 分别向不同岗位、 不同年龄的评论员

约稿ꎬ 从不同的视角诠释人们对端午这一传统

节日的理解与传承ꎬ 并辅之以网友访谈的 “微
声音”ꎬ 整合各方声音推出专题报道ꎬ 受到网

友和市民的欢迎ꎮ 此外ꎬ 成都文明网评论撰

写、 约稿始终注重与本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相

结合ꎬ 力争文章既讲好 “普通话”ꎬ 又讲好

“成都话”ꎬ 以评论推动工作开展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成

都本地媒体报道了一个儿媳细心照顾公婆的故

事ꎬ 成都文明网迅速组织评论ꎬ 以 “最美家

庭” 为主题ꎬ 重点阐述文明家庭建设的重要

性ꎮ 评论在成都文明网及官方微信、 微博发布

后ꎬ 引起市民热烈讨论ꎮ
三、 创新手段ꎬ 媒体融合ꎬ 提升文明

网评论影响力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ꎬ 我们

深刻认识到ꎬ 扩大文明网评论影响力必须坚持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优势互补ꎬ 坚持先进技术为

支撑、 内容建设为根本的工作思路ꎬ 不断丰富

开展评论工作的形式和载体ꎮ 为此ꎬ 我们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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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创新技术手段ꎬ 拓展评论表达方式ꎮ

跟随新技术、 新应用发展趋势ꎬ 成都文明网不

断尝试通过手机 Ｈ５ 技术、 视频、 声音等方式

丰富文明网评的表现形式ꎮ 对精神文明建设的

热点新闻ꎬ 我们安排记者到机关、 企业、 街头

录制微视频、 微声音ꎬ 让市民通过新媒体方式

及时发表观点ꎬ 形成 “短平快”、 可视、 可听

的评论表达ꎬ 一改以往单纯呆板的文字表达

形式ꎮ
二是利用 “两微一端”ꎬ 扩大传播覆盖面ꎮ

成都大力推进评论工作ꎬ 除依托成都文明网这

个主阵地之外ꎬ 还在最大程度上利用 “两微一

端” 这些新媒体平台ꎮ 评论员报送的优秀评论

不仅发布在成都文明网的 “蓉城锐评” 栏目ꎬ
还会同步到 “文明成都” ＡＰＰ、 “文明成都”
微信公众号以及 “文明成都” 官方微博上ꎬ 以

扩大原创评论的传播广度ꎬ 强化原创评论对舆

论的引导力度ꎮ 我们深知新媒体与传统 ＰＣ 端

的区别ꎬ 在发布评论时也会根据微信、 微博传

播方式调整评论内容ꎬ 并注意与网友形成最有

效地互动ꎮ
三是加强媒体融合ꎬ 拓展网评发布载体ꎮ

目前ꎬ «成都晚报» 已改版成为专注城市精神

文明建设的市民报ꎬ 报纸评论专栏与成都文明

网 “蓉城锐评” 栏目形成了 “一次采集、 多种

生成、 多元传播” 的密切互动联系ꎮ «成都晚

报» 评论员文章优先在成都文明网发布ꎬ “蓉
城锐评” 的文明网评也被报纸选用ꎬ 有效拓展

了文明网评论传播渠道ꎮ
四是注重横向联动ꎬ 放大文明评论舆论效

应ꎮ 成都文明网还与新华网、 四川新闻网、 成

都全搜索新闻网等中央及本地门户网站建立了

密切合作关系ꎬ 向这些网络平台不间断推送评

论员的优秀文章ꎬ 针对热点选题同时发声ꎬ 进

一步放大文明网评论的舆论效应ꎬ 增进与网友

和各网络平台的亲密互动ꎬ 在思想和行动上形

成 “同频共振”ꎮ
近年来ꎬ 在中国文明网的支持和指导下ꎬ

成都文明网评论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ꎮ 下一

步ꎬ 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着手ꎬ 一是进一步加

大投入ꎬ 强化专职评论编辑团队建设ꎬ 常态化

开展评论员培训ꎬ 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 写作

能力强、 热心文明传播的评论员队伍ꎮ 二是准

确把握宣传主题ꎬ 紧随时代和科技的步伐ꎬ 用

最新的技术和传媒手段不断丰富评论的表达、
传播方式ꎬ 不断提升 “蓉城锐评” 的影响力ꎮ
三是争取举办、 承办全国性的文明评论员采

风、 交流活动ꎬ 促进评论员取长补短ꎬ 形成以

评论为特色的文明传播队伍ꎮ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文明办

打造 “互联网＋” 社区
微传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全国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座谈

会在合肥召开ꎬ 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作为经验

交流实践点接受了与会代表的参观ꎮ 半年来ꎬ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按照中央、 省、 市

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ꎬ 继续探索

“互联网＋” 社区在网络精神文明建设中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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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 传播微文明、 汇聚微力量、 开展微公益ꎬ
线上线下开展文明传播活动ꎬ 取得了良好效

果ꎮ 主要做法如下:
一、 “大 Ｖ” “草根” 齐发力ꎬ 打造文

明传播新模式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共有居住人口

１１ ４ 万人ꎬ 其中网民 ５ ３ 万人ꎮ 同时ꎬ 社区内

有全国文明单位 １ 家ꎬ 市级文明单位 ６ 家ꎬ 区

级文明单位 １０ 家ꎮ 根据这一情况ꎬ 社区积极发

动辖区内广大网民ꎬ 吸收文明单位中懂网络、
会传播的志愿者ꎬ 邀请社区中的 “网络大 Ｖ”
组建了滨湖世纪社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团

队ꎬ 线上线下开展文明传播活动ꎮ 目前ꎬ 辖区

共有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３０００ 余人ꎮ
１ “网络大 Ｖ” 与社区网民面对面ꎮ 社区

定期邀请合肥论坛编辑章劲松、 合肥晨报微博

负责人与在本地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 “大 Ｖ”
一起开办文明讲堂ꎬ 举办网络知识大讲坛讲

座ꎬ 先后开展 “如何玩转微博” “如何发一条

有意义的微信朋友圈” “如何一眼识破网上的

各类谣传” 等专题培训 １０ 余次ꎬ 有千余名社

区网民参与培训ꎮ 通过培训ꎬ 让社区很多居民

从之前不懂网、 不会网、 盲信网转变成了能够

分辨一定网络是非ꎬ 能积极在互联网上传播文

明的 “资深网友”ꎮ
２ “意见领袖” 引导网上正面声音ꎮ 社区

中活跃着众多网民ꎬ 其中有些网民文字素养较

高、 经常针对社区热点撰写文章ꎬ 并通过论

坛、 微博、 ＢＢＳ 发表言论ꎬ 吸引了一批社区粉

丝ꎬ 成为社区网络论坛的 “意见领袖”ꎮ 同时ꎬ
社区微信、 ＱＱ 群众多ꎬ 有时言论难以掌握ꎬ
尤其是遇到突发事件时ꎬ 言论不注意引导ꎬ 便

容易产生网上谣言ꎬ 造成不良影响ꎮ 社区充分

考虑到这些因素ꎬ 依托 “世纪讲坛” 这一社区

传统项目ꎬ 定期邀请网络文明志愿者骨干、 知

名网络人士、 法律工作者ꎬ 围绕文明上网基本

常识、 法律法规、 网民担当、 网络舆情应对等

内容ꎬ 对各 ＱＱ 群、 微信群骨干负责人开展集

中宣讲ꎬ 培养社区骨干 “意见领袖”ꎬ 通过

“意见领袖” 正面引导ꎬ 破除网络谣言ꎬ 清除

负面声音ꎬ 积极传递网上正能量ꎮ
３ “草根志愿者” 带动网络公益ꎮ 社区中

有很多居民ꎬ 既是普通网民ꎬ 又是一名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ꎬ 双重的身份让他们非常关注社

区的发展ꎬ 虽然他们不如 “大 Ｖ” 在网络上的

声音强大ꎬ 但他们热衷网络公益ꎬ 心系社区发

展ꎮ 他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ꎬ 为社区发展建言

献策ꎬ 为邻里排忧解难ꎮ 皮晓宁是一名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ꎬ 通过网络ꎬ 他注意到很多群众

反映ꎬ 辖区内天山公园没有公厕ꎬ 居民锻炼休

闲时会多有不便ꎬ 他便积极向社区建言献策ꎮ
社区在收到建议后ꎬ 第一时间在天山公园修建

公厕ꎬ 方便了居民ꎮ
二、 “两群” “两微” 聚民意ꎬ 建设文

明传播新阵地
滨湖世纪社区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ꎬ 搭建

“两群两微” 社区新型服务网络平台ꎬ 畅通居

民意见反馈渠道ꎬ 吸引网友积极关注文明城

市、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ꎬ 让文明创建活动更加

深入人心ꎮ
一是用 “两群” 倾听民意ꎮ 以前社区常用

的意见簿、 意见箱征求意见模式ꎬ 常常因为居

民的知晓率、 关注度不高ꎬ 不仅 “形同虚设”ꎬ
而且反馈周转时间长ꎬ 居民意见较大ꎮ 社区充

分发挥网络优势ꎬ 利用 ＱＱ、 微信这些网民们

熟悉的社交软件ꎬ 建立了 “世纪一家亲” 等业

主 ＱＱ 群、 微信群 ５２ 个ꎬ 让居民通过网络平台

可以直接将意见反馈给社区工作人员ꎬ 截至目

前ꎬ 网络平台收集网民意见建议 ２３５２ 条ꎬ 督办

解决问题 ７８３ 项ꎮ 同时ꎬ 社区充分发挥微信群、
ＱＱ 群等网络平台优势ꎬ 挑选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骨干担任群主ꎬ 在群里组织居民进行交

流ꎬ 倾听百姓意见ꎮ 同时ꎬ 社区组织网络文明

传播志愿者定期在群内推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小故事、 好人事迹、 中华传统美德小知识等

内容ꎬ 让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想道德

教育ꎮ
二是用 “两微” 聚集人气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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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了官方微博 “美丽滨湖 　 幸福世纪”ꎬ 每

天定时发布社区新鲜事、 便民信息、 相关公

告、 公益活动等内容ꎬ 吸引了一万多社区居民

关注ꎬ 微博开通至今ꎬ 共发布文明讯息近千

条ꎬ 阅读量达 ７３ 万余次ꎮ 官方微信公众号

“世纪早茶” 是世纪社区的又一网络品牌ꎬ 目

前共有粉丝 １５０００ 人ꎬ 公众号中既有新闻荟萃

的 “早茶会”ꎬ 也有左邻右舍的 “邻里圈”ꎬ 还

有浓浓温情的 “公益坊”ꎬ 生活服务、 新闻时

事应有尽有ꎮ 社区居民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了

解社区停水停电、 公交线路变更等便民信息ꎬ
也能在其中与左邻右舍聊天互动ꎬ 还能参与社

区举办的微公益活动ꎮ 同时ꎬ “两微” 管理员

还会定期发布 “微讨论” “微话题” “微建言”
等互动内容ꎬ 引导社区居民关注文明创建工

作ꎬ 对社区发展建言献策ꎮ
三是成立新媒体工作室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 社区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社区新媒体工作

室ꎬ 新媒体工作室主要依托 “新闻、 视听、 生

活、 服务” 类移动应用平台资源ꎬ 通过多媒体

彩屏等新媒体手段ꎬ 打造社区全媒体平台ꎬ 传

递主流声音ꎬ 聚焦社会热点ꎬ 服务社区居民ꎬ
打通文明传播 “最后一公里”ꎮ 新媒体工作室

开办至今ꎬ 制作了 «老乡长志愿服务队» «老
兵义务理发队» «文明行走文明行车» 等反映

社区居民身边事、 网络文明传播特色团队的微

视频 ３ 个ꎬ 开展 “世纪达人” 早茶微访谈 ７
次ꎬ 制作播出了 “我们相约吧” 等系列微公益

产品ꎮ 同时ꎬ 通过与 “文明合肥” “安徽第一

城区包河” “合肥在线” 等有一定影响力微信

公众号共建 “正能量朋友圈”ꎬ 联合策划开展

了社区网络春晚、 “微电影” 评选展播、 “文明

有礼微传递” “寻找最美诚信人” 等多个有影

响力的线上线下互动活动ꎬ 吸引了众多社区居

民的积极参与ꎮ
三、 主题活动大抓手ꎬ 形成文明传播

新态势
文明传播活动是网络精神文明建设最有效

的载体ꎬ 滨湖世纪社区定期围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文明旅游、 文明餐桌、 文明交通、 传

统文化、 “我们的节日” 等主题ꎬ 积极策划网

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借助活动的影响力ꎬ 让文明

之风在吹进社区ꎬ 吹进每个居民心田ꎮ
一是积极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ꎮ 利用互联网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一直是社区在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着力

破解的难题ꎬ 滨湖世纪社区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ꎬ 广泛发动社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ꎬ 开展

了一系列文明传播活动ꎬ 如以 “家风家训” 为

主题的 “晒家风亮家训话家规” “家的味

道” 等文明传播活动ꎬ 以 “弘扬好人精神” 为

主题的 “微点评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大拜年”
等活动ꎬ 以 “弘扬孝道” 为主题的 “感恩母亲

节” 等活动ꎬ 通过这样一系列接地气、 有生

气、 有趣味的传播活动ꎬ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宣传教育不再枯燥ꎬ 让百姓接受起来 “春
风化雨” “润物无声”ꎮ 今年年初ꎬ 滨湖世纪社

区牵头辖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骨干ꎬ 配合合

肥市文明办开展了 “市民特拍员” 文明传播活

动ꎬ 通过在网上发布招募公告ꎬ 组建 “市民网

络特拍员” 队伍ꎮ “特拍员” 们深入主次干道、
大街小巷、 生活小区实地拍摄车辆乱停放、 行

人乱穿行等不文明现象ꎬ 并在微信群、 ＱＱ 群

内不定期发布ꎬ “特拍员” 拍摄的违章图片经

核实后ꎬ 交警部门会依法对违章者进行相应处

分ꎮ 截至目前ꎬ 活动累计拍摄各类不文明现象

图片 １２０ 余张ꎬ 对不文明行为起到了较好的震

慑作用ꎮ 今年五月ꎬ 社区结合 “两学一做” 主

题活动ꎬ 开展了 “手抄党章 １００ 天” 文明传播

活动ꎬ 发动网友将手抄党章拍成图片ꎬ 在微信

公众账号及朋友圈内传播ꎬ 共有 １００ 余名党员

志愿者参与传播活动ꎬ 转发点赞量达数千

人次ꎮ
二是以网络公益为主题开展传播活动ꎮ 利

用社区内网络平台资源ꎬ 积极策划网络公益活

动ꎬ 并组织辖区内退休在家、 有志于从事公益

活动的老人作为活动牵头人ꎬ 负责开展活动ꎮ
今年开展的 “圆梦微心愿” 网络文明传播活

０８７



经验交流

动ꎬ 吸引了众多居民的关注ꎬ 大家通过社区

“两群两微” 发布微心愿、 认领微心愿ꎬ 并将

圆梦的成功案例发布在网络平台ꎬ 温暖了整个

社区ꎬ 促进了邻居和谐ꎮ “衣旧传情” 网络公

益活动是社区每个季度的品牌活动ꎬ 居民可以

通过网络预约ꎬ 将家中闲置衣物捐献出来ꎬ 社

区根据预约对衣物进行统一收集、 整理ꎬ 并联

系民政部门将衣服送到云南省福贡县困难群众

手中ꎬ 捐赠各类衣服 ５０００ 余件ꎮ 截至目前ꎬ 社

区共开展 “公益达人秀” “亲情六敲门社区

一家亲” 等网络公益活动 ３２ 个ꎬ 成立 “老乡

长志愿服务队” “巧手妈妈工作坊” “滨湖爱心

服务车队” 等 １６ 个网络公益团队ꎮ
三是开展特色文明传播活动ꎮ 社区在每个

重点时间节点ꎬ 如清明节、 植树节、 国庆节ꎬ
都会精心策划开展具有本地特色的网络文明传

播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植树节期间ꎬ 社区联合合肥师

范附小ꎬ 组织六年级的学生自编、 自导、 自演

的网络微电影 «走ꎬ 我们去植树» 在互联网上

发布后ꎬ 受到了合肥市广大师生的积极点赞ꎬ
短短 ３ 天ꎬ 微电影传播量达到了 ２ 万次ꎮ

江西省瑞金市文明办

苦练 “十八掌”
打造 “１０ 万＋” 文明微信号

“文明瑞金” 微信订阅号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在江西省率先开通以来ꎬ 着力打造在全省全国

有影响力的微信平台ꎬ 得到中宣部、 中央文明

办及省市级文明办领导的高度肯定以及社会各

界的热切关注ꎮ 目前 “文明瑞金” 微信订阅号

已进入江西省县区政务微信影响力第一方阵ꎬ
微信稿件转载率达 １０％ꎬ 微信粉丝已突破 １０
万＋ꎬ 使精神文明建设的表达方式、 传播速度、
覆盖受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ꎮ 主要运营推

广经验如下:
一、 内容篇
第一掌: “以退为进” 式ꎮ 为了避免与其

他微信内容同质化ꎬ “文明瑞金” 微信订阅号

紧紧围绕文明办工作职责ꎬ 力求在内容设置上

体现自身特色ꎮ 先后开设了 “文明曝光” “文
明动态” “身边好人” “红土情深” “道德讲

堂” “我们的节日” 等 ２０ 多个栏目ꎬ 其中大多

数内容都是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重点为核心ꎮ
第二掌: “就地掘井” 式ꎮ 扎根本土ꎬ 弘

扬红色文化ꎮ 我们先后开设了 “红土情深”
“红色文化” 等栏目ꎬ 推出本土动漫原创作品

«吃水不忘挖井人»ꎬ 用鲜活形式展现红色经典

故事ꎬ 市内各官方微信号纷纷转载ꎬ 取得了良

好的传播效果ꎮ 此外ꎬ 微信公众号长期展播反

映红色文化的歌谣、 故事、 公益广告ꎬ 受到瑞

金当地百姓和各级领导的喜爱和关注ꎮ
第三掌: “衔接地气” 式ꎮ “文明瑞金” 微

信订阅号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ꎬ 力求用群众语

言说群众事ꎬ 为此我们开设 “有咩哇咩” 互动

栏目ꎬ 立足当地用户所熟悉的客家俗语作为栏

题ꎬ 内容选取则着眼本地生活ꎬ 当地用户可以

通过微信向 “文明瑞金” 提问有关工作、 生活

的各种问题ꎬ 有效的问答交互拉近了用户跟我

们的距离ꎬ 进一步提升了 “文明瑞金” 微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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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号的关注度ꎮ
第四掌: “揭丑亮短” 式ꎮ “文明瑞金” 充

分利用媒体舆论监督的优势ꎬ 直面社会问题ꎬ
敢于 “揭丑亮短”ꎬ 推进问题解决ꎮ 在全国县

市政务微信公众号中率先设置 “文明曝光” 栏

目ꎬ 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曝光市民反映的关于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的问题ꎬ 同时文明办协调督

促相关职能部门迅速解决ꎬ 并对问题整改前后

的效果进行展示ꎮ 该栏目开通不到半年就收到

市民反映问题 １２９１ 项ꎬ 协调解决 １２１３ 项ꎬ 成

为市民反映诉求、 参与创建的重要渠道ꎮ
第五掌: “勇于担当” 式ꎮ “文明瑞金” 微

信订阅号始终坚持在第一时间发出权威、 准确

的信息ꎬ 粉碎虚假惑众的谣言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１８” 特大洪涝灾害中ꎬ 及时发布 «瑞金市

干群同心抗洪救灾» «风雨同舟ꎬ 志愿者在行

动!» 等抗洪救灾文章ꎬ 及时发布志愿者投身

抢险救灾的事迹和受灾情况ꎬ 公布慈善快讯ꎬ
公开每一笔善款去向ꎬ 该做法得到各界群众点

赞ꎮ 同时ꎬ 针对网上流传错误求助姿势的谣

言ꎬ 迅速组织发布 «这个手势无求救意义ꎬ 请

勿继续转发!» 一文ꎬ 澄清网络谣言ꎬ 用权威

解答让谣言不攻自破ꎬ 阻止群众继续转发ꎮ
第六掌: “扶危济困” 式ꎮ 尝试在 “文明

瑞金” 微信订阅号开设网上公益平台ꎬ 群众可

通过微信向 “文明瑞金” 发出困难求助ꎬ 了解

公益动态ꎬ 并得到募捐、 捐助等帮扶ꎮ “文明

瑞金” 发布的一家三个孤儿无奈寄居敬老院的

新闻经转发后ꎬ 迅速引起社会爱心人士和市民

的高度关注ꎬ 志愿者和当地爱心市民自发前往

看望慰问和帮扶三个孤儿ꎬ 帮助解决他们的困

难ꎬ 让三个孩子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ꎮ 现

在瑞金当地已经形成了有困难找 “文明瑞金”ꎬ
有爱心捐赠找 “文明瑞金” 的共识ꎮ

第七掌: “服务民生” 式ꎮ “文明瑞金” 微

信订阅号始终关注民众关切ꎬ 坚持发布民生资

讯ꎮ 在恶劣天气来临之前ꎬ 发布 «注意! 今晚

强对流天气将袭瑞金ꎬ 请做好安全防范!» 等

权威气象预警文章ꎬ 提醒广大群众提前做好自

然灾害预防工作ꎬ 并附上关爱驿站分布图和雨

天安全事项ꎮ 此外ꎬ 发布停水、 停电及道路施

工交通预警ꎬ 以及群众关心的教育、 医疗、 卫

生等问题ꎮ 通过第一时间准确的资讯预告ꎬ 有

力提升 “文明瑞金” 在公众心中的服务形象ꎮ
二、 形式篇
第八掌: “延伸触角” 式ꎮ 为吸引乡村粉

丝关注ꎬ 我们结合春节期间返乡人员多ꎬ 关心

家乡发展的需求现状ꎬ 持续展播各乡镇一年来

的工作成效和家乡变化ꎬ 如 «２０１５ 年ꎬ 冈面乡

都干了啥? 请看大屏幕ꎬ 等你来评判» 等各乡

镇文章 １７ 篇ꎬ 吸引外出创业务工人员关注了解

家乡动态ꎬ 获得了许多在外的瑞金籍人士的点

赞ꎬ “文明瑞金” 也成为众多在外瑞金籍人士

了解家乡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ꎮ
第九掌: “百炼成钢” 式ꎮ 我们力求精品ꎬ

对内容精益求精ꎬ 如 «每逢佳节免费观影ꎬ 这

些待遇你有吗?» 一文ꎬ 内容背景为瑞金市在

传统佳节组织好人免费观影、 礼遇好人的关爱

活动ꎬ 在标题的考虑上既体现时间的跨度ꎬ 又

能激起网友对这项活动的兴趣ꎬ 达到引导人们

崇德向善、 争做好人的宣传目的ꎬ 该标题经过

十几次易稿后才最终确定ꎮ
第十掌: “百花齐放” 式ꎮ “文明瑞金” 不

拘一格ꎬ 不断丰富微信内容表现形式ꎬ 用 Ｈ５、
微声音、 图片展、 微电影、 微视频等多形式全

方位立体式展现内容ꎬ 微场景 «亲ꎬ 瑞金又有

大喜事啦» 通过昂扬的音乐、 精美的图文制

作ꎬ 吸引众多粉丝点击关注ꎬ 该场景展播量突

破 ２８ 万次ꎬ 还被评为 “江西省 ２０１５ 年度十佳

微信案例”ꎮ 通过把道德讲堂搬上 “文明瑞

金”ꎬ 让许多未亲临现场留有遗憾的市民和群

众可以随时随地学习ꎬ 这个举措受到许多道德

讲堂粉丝的点赞ꎮ
第十一掌: “摇旗呐喊” 式ꎮ 通过主动设

置议题ꎬ 开展道德模范、 美德少年、 优秀志愿

服务等各项评选活动ꎬ 达到宣传先进典型、 学

习先进典型的传播效果ꎮ 我们开展的志愿服务

微信评选ꎬ 刊发 ２ 天内参与人次就突破 ２ 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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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两篇稿件点击量也位列江西省政务微信

排行榜前两名ꎮ 我们通过微信开展城市精神和

市树市花评选活动ꎬ 通过奖励吸引互动的方

式ꎬ 吸引广大市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城市

发展大计中来ꎬ 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ꎬ
活动共吸引 ５ 万余人参与ꎬ 有效宣传推广了城

市精神ꎮ
三、 营销篇
第十二掌: “寓教于乐” 式ꎮ 为增强趣味

性和娱乐性ꎬ “文明瑞金” 研发制作了一系列

文明小游戏ꎬ 让受众在游戏中增加对 “文明瑞

金” 微信订阅号的兴趣ꎮ 在游戏的设计上ꎬ 根

据不同的时间节点设置了不同的游戏类别ꎬ 如

针对愚人节设置轻松幽默的小游戏ꎬ 在清明节

期间设置文明祭扫游戏等ꎮ
第十三掌: “亲子互动” 式ꎮ 为让学校、

学生及家长关注我们ꎬ “文明瑞金” 微信订阅

号在全市开展 “亲情家书” 活动ꎬ 通过定期展

播学生感恩亲情的家书作品ꎬ 吸引老师和家长

参与互动ꎬ 助力学校道德教育ꎬ 也增强了亲子

感情ꎬ 提升了 “文明瑞金” 的传播影响力ꎮ
第十四掌: “铺天盖地” 式ꎮ 采取 “织网

式” 密集宣传推介ꎬ 精心设计印有 “文明瑞

金” 二维码标识的纪念品ꎬ 如鼠标垫、 手机

贴、 雨伞、 漫画文明手册、 瑞金好人连环画

等ꎬ 免费向公众赠送ꎮ 此外ꎬ 在宾馆、 餐馆、
酒店摆放有二维码的文明用餐提示牌ꎬ 在商

场、 车站、 候车亭、 窗口单位、 关爱驿站等设

置 “文明瑞金” 宣传展板和印有二维码的公益

广告ꎬ 形成 “铺天盖地” 满城尽是 “文明瑞

金” 的强大推介攻势ꎮ
第十五掌: “发放福利” 式ꎮ 吸粉不易保

粉更难ꎬ 为回馈粉丝对 “文明瑞金” 微信订阅

号的关注ꎬ 在一些重大节日或活动节点ꎬ 向粉

丝发送流量福利ꎬ 如在瑞金获得 “江西省文明

城市” 荣誉称号后ꎬ 为答谢广大市民和粉丝为

文明城市所付出的努力发送 １０ 万兆流量大礼

包ꎻ 铁杆粉丝则还可享受免费瑜伽、 观影等福

利待遇ꎬ 通过这些手段不断吸引粉丝参与到

“文明瑞金” 的活动中来ꎮ
第十六掌: “太公钓鱼” 式ꎮ 为丰富微信

订阅号的推广方式ꎬ 率先研发 “公益广告微信

视频饮料机”ꎬ 在景区、 机关等公共场所摆放

吸引公众关注ꎬ 通过科技推广进一步加深受众

对于 “文明瑞金” 微信订阅号的良好印象ꎮ
第十七掌: “商家吆喝” 式ꎮ 利用节假日

组织志愿者到商场、 车站、 公园、 广场等公共

场所进行现场推广ꎬ 介绍 “文明瑞金” 微信订

阅号的定位和服务情况ꎬ 向市民赠送印有 “文
明瑞金” 微信二维码标识的纸巾、 文具、 购物

袋等物品ꎬ 通过 “地推”ꎬ 有效强化 “文明瑞

金” 亲民形象ꎮ
第十八掌: “华山论剑” 式ꎮ 组建 “文明

瑞金” 微友群、 志愿者沙龙活动群ꎬ 定期组织

开展 “文明瑞金” 微友沙龙和志愿者沙龙活

动ꎬ 听取微友和志愿者的意见建议ꎬ 对微信公

众号的文章进行讨论ꎮ 目前ꎬ “文明瑞金” 微

友群核心会员达 １２０ 人ꎬ 志愿者沙龙群精英成

员达到 ２２０ 人ꎮ
雄关漫道真如铁ꎬ 而今迈步从头越ꎮ “文

明瑞金” 微信订阅号历经浴火淬炼ꎬ 一步一个

脚印走到现在ꎮ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ꎬ 继续努

力创优创特ꎬ 把 “文明瑞金” 微信订阅号做得

更好、 更出彩ꎬ 为开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生动

活泼的新局面贡献一分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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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打造故事节目式巡讲新品牌
唱响主旋律传播榜样好声音

为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 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

年ꎬ 促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深入开展ꎬ 由

“北京榜样” 大型主题活动组委会主办ꎬ 北京

市委宣传部、 首都文明办、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组织开展了 “平凡中的

力量” 北京榜样故事 ２０１６ 巡讲活动ꎬ 自 ６ 月下

旬以来ꎬ 通过进社区、 学校、 企业、 机关、 军

营、 农村 “六进” 巡讲ꎬ 在全市营造了崇尚榜

样、 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风尚ꎬ 产生了强烈

反响ꎮ
一、 重立意ꎬ 讲情怀ꎬ 巡讲内容入脑

入心

本次巡讲活动以 “平凡中的力量” 为主

题ꎬ 突出以 “北京榜样” 人物自身的情怀大义

为主旨ꎬ 让榜样人物作为巡讲故事的主人公ꎬ
现身说法ꎬ 增强了与群众的亲近感ꎮ 参加巡讲

的 ６ 名年度十大 “北京榜样” 有: ２０ 年倾注心

力为社区居民、 盲人义务授课的手风琴演奏大

师任士荣ꎬ 秉持诚信经营、 处处为顾客着想的

中国百强零售企业女总裁肖英ꎻ “弃商从树”ꎬ

致力于绿化荒漠的 “锹王” 廖理纯ꎻ 传承中国

工匠精神ꎬ 练就一身过硬汽车维修本领的奔驰

公司首席技师赵郁ꎻ 发起 “夕阳再晨” 助老项

目ꎬ 帮助老年人学习网络知识的 ９０ 后博士生张

佳鑫以及自强不息、 用双脚剪裁出美丽人生的

无臂女孩夏虹ꎬ 事迹涵盖不同类型ꎬ 各具特

色ꎬ 各有情怀ꎮ ６ 名榜样以饱含真情的讲述ꎬ
充分表达了对党的忠诚ꎬ 对国家对首都的热

爱ꎬ 对社会与自然的关爱与美德ꎮ 他们的故事

具有浓郁的北京地域特色ꎬ 展示了首都市民独

特的精神风貌ꎬ 真正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爱听的

“榜样好声音”ꎮ
二、 善创新ꎬ 求实效ꎬ 巡讲氛围鲜活

生动

在巡讲形式上进行创新ꎬ 着力打造成一台

“北京榜样” 故事节目式的巡讲ꎮ 每场以讲述、
访谈、 表演、 互动的形式进行ꎬ 配合运用视频

多媒体技术立体化呈现ꎬ 力求运用生活化、 情

景化、 时代的语言增强感染力和吸引力ꎮ 精心

挑选 ６ 名擅长 “讲” “答” “演” “唱” 的年度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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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榜样人物组团ꎬ 巡讲的主持人安排入选榜

样人物的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曹一楠、 李扬薇担

任ꎬ 发挥社会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和影响力ꎮ
每场巡讲现场ꎬ ８０ 岁的老艺术家任士荣用手风

琴演奏ꎬ 并与全场观众一起合唱ꎬ 现场气氛生

动活泼ꎬ 群情振奋ꎻ 无臂女孩夏虹讲述之后单

脚持剪表演剪纸ꎬ 情景交融ꎬ 感人至深ꎮ 榜样

人物精彩的表演深化了故事内涵ꎬ 观众不仅能

感受到榜样人物平凡中见伟大的道德光辉ꎬ 更

是体验了一场声情并茂、 无比震撼的视觉与听

觉的 “饕餮盛宴”ꎮ 巡讲现场设置抽奖环节ꎬ
观众有机会抽取榜样作品ꎬ 获得与榜样一同参

加内蒙古绿化植树活动名额ꎬ 增强了巡讲的趣

味性ꎮ
三、 广播种ꎬ 大传播ꎬ 巡讲效应持续

升温
巡讲活动展开全媒体、 立体式、 全方位宣

传报道ꎬ 市属媒体和网站积极配合ꎬ 同步跟

进ꎬ 及时报道巡讲活动取得的突出成效ꎮ 为广

泛传播榜样精神ꎬ 巡讲中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

传播 “北京榜样” 好声音ꎬ 最大化释放正能

量ꎬ 达到裂变式传播效果ꎮ “文明北京” “北京

榜样” 微博、 微信联合 “北京发布” 官方微博

在新浪、 腾讯和人民微博三个微博平台上对每

场巡讲活动进行了微博直播ꎻ 运用目前流行的

视频直播形式ꎬ 在腾讯大燕网开展现场视频直

播活动ꎮ 首都文明网联合首都之窗制作了巡讲

展播专题ꎬ 在网上持续推送ꎻ 充分运用 “文明

北京” 智慧宣传平台开设专栏展播巡讲ꎬ 持续

在全市每天播放共计约 ２５ 万次ꎻ 同时在新浪、
搜狐、 网易等商业网站和网络新媒体实现全方

位高频率投放ꎬ 持续保持巡讲网上热潮ꎮ 据统

计ꎬ 巡讲中网友直接阅读和观看量达 ４００ 多万

人次ꎬ 留言达 ４０００ 多条ꎮ
巡讲活动的成功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价值

的启示:
１ 将核心价值观具象化是巡讲成功的根

本ꎮ “北京榜样” 是首都地区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典型ꎬ 是植根于群众中的榜样ꎬ 是

有形的正能量ꎬ 鲜活的价值观ꎮ “北京榜样”
巡讲活动就是一种面向群众的宣传ꎬ 以自身故

事解读概念ꎬ 以榜样形象阐述价值ꎬ 以真实情

感沟通群众ꎬ 从而把无形的价值观具象化为群

众喜闻乐见的新鲜事ꎬ 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

和要求转化为群众易于接受的道德实践形式ꎮ
巡讲活动中呈现的 “榜样热” 现象进一步证

明ꎬ 核心价值观从来不是空中楼阁ꎬ 只有具象

化、 鲜活化ꎬ 抓细、 抓小、 抓实ꎬ 才能易于被

人民群众所接受ꎮ
２ 内容接地气是巡讲成功的核心ꎮ 巡讲只

有奠基于干部群众的知识积累、 道德认知和生

活状态ꎬ 才能拥有深厚的基础和强大的生命

力ꎮ 巡讲前充分开展调研论证ꎬ 针对社会热点

和群众关切的社会诚信、 环境污染治理等问题

安排内容ꎬ 尽量照顾不同群体的精神需求ꎬ 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ꎬ 为干部群众树立正确导向ꎮ
注重把 ６ 名 “北京榜样” 人物作为一个个生活

在群众身边的 “好人” 去挖掘ꎬ 一个个榜样鲜

活、 亲切ꎬ 一桩桩好事平凡、 具体ꎮ 正是在大

道理与小道理之间找准了切入点ꎬ 以朴素的情

感为纽带ꎬ 以自身的故事为载体ꎬ 以面对面的

讲述为表现方式ꎬ 不说大话、 空话ꎬ 以心灵触

及心灵ꎬ 让观众感到可亲、 可信、 可学ꎬ 从而

使这些榜样 “立得住” “接地气” “站得稳”ꎬ
引发了干部群众强烈共鸣ꎮ

３ 形式创新是巡讲成功的关键ꎮ 巡讲形式

必须适应时代特点ꎬ 勇于创新ꎬ 达到内容与形

式的有机统一ꎬ 才能易于被受众接受和传播ꎮ
巡讲活动寓讲于演ꎬ 将讲解和表演结合在一

起ꎬ 克服了枯燥的宣讲ꎬ 生动立体地展示了

“北京榜样” 的魅力和特点ꎮ 利用 “互联网＋巡
讲” 模式ꎬ 小场次ꎬ 大传播ꎬ 使巡讲迅速在网

上病毒式传开ꎮ 在巡讲现场设置情景化氛围ꎬ
布置悬挂 ６ 名榜样的巨幅画像ꎬ 开场前播放

“北京榜样” 主题歌暖场ꎬ 为每位观众发放巡

讲活动简介宣传折页ꎬ 营造环境氛围ꎮ 巡讲变

台上教育者与台下受教育者的垂直关系为平等

对话关系ꎬ 充分调动现场观众和网友参与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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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了巡讲活动的平等性、 互动性和民主性ꎮ
４ 组织领导有力是巡讲成功的保障ꎮ 巡讲

活动从筹备组建到首场举办只有 ２０ 多天ꎬ 时间

短ꎬ 任务重ꎬ 头绪多、 内容广ꎬ 但巡讲自始至

终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及 “北京榜样” 组委

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ꎮ 吉林、 张工同

志分别亲临现场观看巡讲ꎬ 亲切会见六名巡讲

的榜样ꎬ 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ꎮ 李伟同志亲自

审阅巡讲方案ꎬ 并亲临现场观看巡讲ꎬ 为巡讲

指明了方向、 提出明确要求ꎮ 首都文明办作为

巡讲的总协调ꎬ 带领巡讲团队坚持 “以榜样精

神做榜样故事巡讲”ꎬ 高标准、 高质量、 高效

率地完成每一项工作ꎬ 先后组织召开 ９ 次工作

会ꎬ 统筹榜样组委会办公室成立 ５ 个工作组具

体实施ꎬ 与相关单位搭建起协同联动、 各负其

责、 相互协作、 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ꎬ 为巡讲

活动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ꎮ

(首都文明办供稿)

河北省

环京津贫困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调研报告

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京津冀协同发

展、 建设美丽乡村、 打好扶贫攻坚战的有关要

求ꎬ 探索在贫困地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

路径ꎬ 河北省文明办协调承德、 张家口、 保定

等有关市开展了环京津贫困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调研ꎬ 并深入到张家口、 保定市等地进行实地

考察ꎬ 重点了解张家口市崇礼区、 涿鹿县、 赤

城县ꎬ 承德市兴隆县、 滦平县、 丰宁县ꎬ 保定

市涞水县、 涞源县、 易县等地文明村镇创建

工作ꎮ
一、 近年来河北省开展环京津贫困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做法
河北省承德、 张家口、 唐山、 廊坊、 保

定、 沧州市 ６ 个设区市下辖的 １６ 个建制县、 ５
个县级市、 ４ 个市辖区与京津接壤ꎬ 其中贫困

县有 ６ 个ꎬ 张家口市崇礼区、 保定市涞源县、
易县等地ꎬ 虽未直接接壤但与北京、 天津联系

密切ꎮ 为强化环京津贫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近年来ꎬ 河北省相关市县ꎬ 结合本地实际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活动ꎬ 进一

步改善了农村环境面貌ꎬ 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

生活ꎬ 提升了农村乡风文明水平ꎮ
(一) 借势美丽乡村ꎬ 大力推进文明村镇

创建ꎮ 美丽乡村建设是中央、 省委着眼统筹城

乡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ꎮ 深化文明村镇创

建ꎬ 提高农民素质ꎬ 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ꎬ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应有内涵ꎮ

省委、 省政府对建设美丽乡村、 深化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一直高度重视ꎬ 并将其作为建设

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的重大基础工程ꎬ 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推动ꎬ 大力建设环境美、
产业美、 精神美、 生态美的美丽乡村ꎮ ２０１４ 年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宁夏召开

后ꎬ 省文明委根据会议精神制发了 «关于进一

步推进我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方案»ꎮ ２０１５
年浙江湖州会议后ꎬ 河北省制定了 «河北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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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丽乡村文化建设专项行动五年计划» «河北省

文明村镇创建提升行动实施方案»ꎮ ２０１６ 年黑

龙江会议后ꎬ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进行了专题研

究ꎬ 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 省文明委常务副主

任田向利同志提出具体要求ꎮ 省文明办在保定

市安新县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经验

交流会进行部署ꎬ 协调各地借势美丽乡村建

设ꎬ 按照 “美丽乡村建设到哪里ꎬ 文明村镇就

创建到哪里” 的思路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以 “三个美起来” 为重

点ꎬ 以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为载体ꎬ 健全机制ꎬ
强化措施ꎬ 全面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根据省委、 省政府和省文明委有关部署ꎬ
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县以美丽乡村重点村为着力

点ꎬ 连点成线ꎬ 连线成片ꎬ 大范围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ꎬ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ꎮ ２０１５ 年年初申办

冬奥会后ꎬ 张家口崇礼区被列为全省美丽乡村

建设九大重点片区之首ꎮ 他们按照 “冰雪世

界、 国际乡村” 总要求ꎬ 在乡村整体规划、 环

境整治等方面主动作为ꎬ 着力对张沽公路沿

线、 雪场周边 ５６ 个行政村集中打造、 建设了一

批 “山青、 水秀、 田彩、 路畅、 人美” 的美丽

乡村、 文明村镇ꎬ 实现村与村之间风景不断

点、 产业不断线ꎮ 涿鹿县是张家口市确定的在

２０１６ 年脱贫摘帽的贫困县ꎬ 该县按照 “一片一

带” (一片指矾山镇片区ꎬ 一带指张涿高速沿

线) 的战略布局ꎬ 重点以矾山片国家 ４Ａ 级黄

帝城景区周边村庄为示范点纵深辐射ꎬ 通过串

点成线、 连线成片ꎬ 着力打造了一批精品示范

带和精品示范村ꎬ 全县美丽乡村省级重点村数

量达到 １９５ 个ꎬ 连续两年居张家口市第一ꎬ 县

级财政资金投入达到 ５０００ 万元ꎮ 涞水县 ２０１２
年确立了 “一年试点、 两年拓面、 三年全覆

盖” 的美丽乡村建设思路ꎬ 已累计投入 １０ 亿

元ꎬ ２０１５ 年实现了全县 ２８４ 个村全覆盖ꎬ 带动

了乡风文明全面提升ꎻ 今年以来ꎬ 以承办首届

省旅发大会为契机ꎬ 把全县 １５ 个省级片区重点

村纳入京西十渡休闲度假区总体规划中ꎬ 统筹

推进ꎬ 优化了发展环境和生态环境ꎬ 带动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ꎬ 提升了群众的综合素质ꎬ 进

一步提高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ꎮ
此外ꎬ 承德市兴隆、 丰宁、 滦平等县也都

结合本地特色采取有力措施ꎬ 强力推进美丽乡

村ꎬ 广泛开展 “文明示范村镇” 创建、 十星级

文明户评选表彰ꎬ 取得了明显成效ꎮ
(二) 集中开展综合整治ꎬ 改善农村面貌ꎮ

一是组织开展农村环境美化ꎮ 各地积极引导所

辖行政村对沿街建筑立面进行整修ꎬ 清除有碍

观瞻的建筑物ꎬ 主要街道、 公路两侧的墙壁统

一整饰ꎬ 颜色与村庄的环境、 生态状况协调一

致ꎬ 做到色调协调、 赏心悦目ꎮ 清除内容低

俗、 不健康的户外广告ꎬ 拆除陈旧、 破损严重

的标语广告ꎮ 结合村庄文化特色ꎬ 采用石头雕

刻、 建设门楼等形式ꎬ 在村庄入口处设立村庄

标识ꎬ 在村内设置街巷、 楼院门户和设施标

牌ꎮ 张家口崇礼区共完成投资 １０８５ ５ 万元ꎬ 整

治临街建筑立面 １４ 万平方米ꎬ 整治标语广告

１ ６２ 万平方米ꎬ 村口设置标志 ４２ 个ꎬ 设街、
路、 巷、 居民小区牌 ４０２ 个ꎮ 二是绘制农村文

化墙ꎮ 结合本地历史文化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大范围绘制文化墙ꎮ 绘画作品着力突出中国

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等ꎻ 突出 “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 公益广告ꎻ
突出善行河北、 志愿服务、 道德模范事迹、 身

边好人等社会新风正气ꎬ 营造了较为浓厚的宣

传氛围ꎮ 各地文化墙形象生动、 寓意深刻ꎬ 成

了传播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文化、 新风尚的

“育人墙”ꎮ 涿鹿县武家沟镇李家疙瘩村ꎬ 在该

村醒目位置绘制了以 “二十四孝图” 为内容的

文化墙ꎬ 彰显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ꎻ 五堡镇

三堡、 五堡、 九堡等村庄连片绘制文化墙ꎬ 场

面震撼ꎬ 非常感人ꎮ 三是开展垃圾专项治理活

动ꎮ 广泛开展清杂物、 清残垣断壁和路障、 清

庭院、 拆除违章建筑活动ꎮ 积极推动农村生活

垃圾资源化、 减量化处理ꎬ 不断提升村民清洁

卫生意识ꎬ 使许多农村告别了 “有新房无新

村” “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 “垃圾无处去、
污水到处流” 的 “脏乱差” 景象ꎮ 承德市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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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投入资金 ５５４３ ３４ 万元ꎬ 改造厕所 １５６８０ 座ꎬ
建设公共厕所 ２０３５ 座、 垃圾转运站 ３４ 个、 垃

圾收集池 １８２１ 个ꎬ 购置垃圾运输车辆 １７５ 台、
垃圾箱 １２７２ 个ꎮ

(三) 建设整合村民中心、 文化广场ꎬ 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需求ꎮ 一是建设整合村民中

心ꎮ 各地按照有场所、 有标牌、 有规章制度、
有便民服务的要求ꎬ 建立完善了一大批村民中

心ꎬ 将其打造成集办公议事、 村务公开、 事务

代办、 医疗卫生、 文化娱乐、 信息技术服务等

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ꎬ 方便群众生产生

活ꎮ 张家口崇礼区建设村民中心 ４３５０ 平方米ꎬ
涿鹿县季家寺村、 康庄村等许多村新建村级便

民服务中心、 活动室ꎬ 健全规章制度ꎬ 逐步实

现便民服务项目全覆盖ꎮ 二是建设完善文化广

场ꎮ 根据群众需求建设完善文化广场ꎬ 做到既

有文体活动场地ꎬ 又有碎石小道、 树木和草坪

等休闲场所ꎬ 使群众锻炼有去处ꎬ 娱乐有场

所ꎬ 求知有阵地ꎬ 教育有活动ꎮ 涞源县建设文

化广场 ９０００ 平方米ꎻ 怀来县小南辛堡镇 ２１ 个

村村村建有文化广场ꎻ 滦平县采取 “投、 引、
捐、 集、 融” 资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法ꎬ 广

泛吸引社会资金ꎬ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ꎬ 逐步构建起了县有宣传文化中心、 乡有文

化站、 村有文化广场的三级文化活动网络ꎮ 三

是建立文艺宣传队伍ꎮ 各村普遍成立由农村文

化能人和文艺活动骨干为核心的文化队伍ꎬ 结

合当地文化特色ꎬ 开发、 整合、 挖掘各种文化

资源创作演出ꎬ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ꎮ 易县

着力组织了两支宣传文化队伍ꎬ ５００ 多支业余

文艺队活跃乡村ꎬ 在册 １ 万多人的农村文化宣

传志愿服务队ꎬ 定期开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ꎬ
教育引领村民讲文明做奉献ꎮ 涞水县每个乡镇

都建设了文化活动中心ꎬ 每村都选配了 １ 名文

化志愿者ꎬ 培养了 ３０００ 多个乡村文化大院带头

人ꎬ 带动了农村精神文明水平的提升ꎮ 四是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ꎮ 充分利用春节、 清明、 端

午、 七夕、 中秋、 重阳等传统节日ꎬ 组织开展

歌曲戏剧演唱、 鼓乐演奏、 广场舞大赛、 秧歌

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ꎬ 引导广大农

民积极参与ꎮ 丰宁县广泛了开展农民书画展、
农民歌手大赛和农民秧歌会演等文化活动ꎻ 涞

水县组织了太极功夫扇表演、 金秋书香节文艺

演出等活动ꎻ 涞源县举办了 ２０１６ 星空音乐节ꎬ
１４ 支重量级乐队及崔健、 郑钧等音乐界明星在

星空音乐节隆重上演ꎬ 为旅发大会营造了浓厚

的氛围ꎮ
(四) 广泛开展创建活动ꎬ 着力提升乡风

文明ꎮ 一是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ꎮ 各村普遍

订立乡规民约ꎬ 成立红白事理事会、 道德评议

会、 妇女禁赌会等村民自治组织ꎬ 为村民提供

婚丧嫁娶、 家庭纠纷调解和劝善服务ꎬ 倡导文

明新风ꎮ 赤城县、 涞水县等地结合实际制定了

新的 «村规民约»ꎬ 在村民中心、 文化广场等

公共场所广泛张贴ꎬ 提示和引导人们的言行ꎬ
使农民生活有章可循ꎬ 行为有规可依ꎮ 二是广

泛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 评选表彰活动ꎮ 承德

市、 保定市突出抓了重点创建村的评选工作ꎬ
他们细化标准、 严格程序ꎬ 确保评比质量关ꎬ
起到示范引领作用ꎮ 通过评星争优ꎬ 引导农民

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提升ꎬ 推进了

农村乡风文明建设ꎮ 三是广泛开展农村志愿服

务ꎮ 积极引导各村成立农民志愿服务组织ꎬ 为

留守老人、 留守妇女、 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
残疾人等生活困难群众提供志愿服务ꎬ 形成了

邻里互助的村风民情ꎮ 涞水县星星之火爱心协

会组织开展了 “关爱贫困学生、 孤寡老人弱势

群体” 主题活动ꎬ 兴隆县诗上庄等村开展了志

愿帮扶活动ꎬ 由于活动针对性强ꎬ 成效明显ꎬ
广受社会各界好评ꎮ 四是广泛建立功德榜、 功

德录ꎮ 在村民中心、 文化广场等主要公共场

所ꎬ 设立善行功德榜ꎬ 在村党支部、 村委会设

立功德录ꎬ 并将评选出的道德模范、 身边好

人、 好媳妇、 好公婆等先进人物在功德榜进行

展示ꎬ 记入功德录ꎮ 同时ꎬ 利用大喇叭广播和

村民活动等多种形式ꎬ 大力宣传弘扬善行义

举、 身边好人ꎬ 传递社会正能量ꎮ 现在功德

榜、 功德录、 大喇叭已在创建重点村全部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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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ꎬ 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ꎮ
(五) 加强素质培训ꎬ 培育新型农民ꎮ 各

地在广大贫困乡村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ꎬ 用

群众的语言ꎬ 向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ꎬ 宣传党的 “三农” 政策ꎬ 不断增强农村干

部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

化自信ꎬ 增强干部群众的获得感ꎮ 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 扶贫济困传统美德ꎬ 引导农

民克服等靠要思想ꎬ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ꎬ 靠

自己勤劳双手实现脱贫梦想ꎮ 强化农村法治宣

传教育ꎬ 增强农民群众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

识ꎬ 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培训ꎬ 提升农业生产技

能ꎮ 承德市、 张家口市按照 «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 要求ꎬ 以思想道德教育为重点ꎬ 积极

开展以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为主要内容的主题道德实践活动ꎬ 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ꎮ 涞水县邀请专业技

术人员对村内闲置劳动力进行种植、 养殖等方

面的培训ꎬ 培训农业科技人员 ５０００ 多人次ꎻ 涞

源县结合本地旅游实际ꎬ 先后在农村开展了各

项文明礼仪学习培训ꎬ 提升农村旅游从业人员

的服务水平和职业素养ꎻ 滦平县举办文艺骨干

培训班 ２ 期ꎬ 培训农村文艺团队和乡土文化带

头人 １００ 余人ꎮ 由于各地注重紧密结合农民群

众在思想认识和生产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ꎬ 举

办各类专题培训ꎬ 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良好品

德、 经济头脑、 法制观念、 创新精神和能适应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农民ꎮ
(六) 打造宜居宜游特色小镇ꎬ 构建文明

旅游走廊ꎮ 环京津贫困地区虽然经济基础薄

弱ꎬ 但是由于毗邻京津ꎬ 自然环境优美ꎬ 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ꎬ 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ꎮ 这些地

方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积极打造特色文明村镇、
文明旅游走廊ꎬ 成为京津周边休闲、 度假、 体

验的好去处ꎬ 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ꎮ 在

首届省旅发大会的带动下ꎬ 涞水县精心打造了

童话世界般的四季圣诞小镇计鹿、 寄情山水的

康养小镇月亮湾ꎬ 以及清凉小镇白涧、 红色文

化小镇山南村等一批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明旅游

小镇ꎬ 真正实现了一村一品、 一村一景、 一村

一故事ꎮ 特别是把位于野三坡核心景区的苟各

庄村更名为百里峡艺术小镇ꎬ 对村内沿拒马河

１００ 多户农家旅馆进行整体改造ꎬ 突出色彩情

调ꎬ 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用色彩打造出来的

主题艺术小镇ꎮ 易县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美

丽乡村建设、 全域旅游统筹来抓ꎬ 以环境的改

善提升乡村文明形象ꎬ 着力打造特色长廊、 风

景长廊、 文明长廊ꎬ 在旅发大会沿线的廊道打

造中ꎬ 突出文明特色ꎮ 在 １１２ 国道至易水湖公

路沿线ꎬ 重点打造了巨型主题文化岩体彩绘

群ꎬ 总面积上万平方米ꎬ 集中展示了易县八千

年的人类文明历史和易县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

精神ꎻ 在高速路和国道干线制作高标准 “经济

强省美丽河北” 公益广告塔牌 ６ 块ꎬ 道旗 １４９０
面ꎬ 大小展板 １７００ 余块ꎻ 在 ３９ 个美丽乡村和

１３ 个宣传文化示范村的主要街道、 村民中心的

显要位置ꎬ 以绘制了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明旅游等为主要

内容的文化墙ꎬ 形成高低搭配、 平面立体、 小

而全的大宣传格局ꎬ 把景区之间的交通连接线

打造成乡村风景之路、 文明之路ꎮ 此外ꎬ 张家

口市崇礼区打造的 “冰雪世界、 国际乡村”ꎬ
承德市兴隆县燕山峡谷片区打造的上庄诗歌小

镇、 满族民俗小镇等七个特色文化旅游小镇ꎬ
滦平县打造的金山岭片区八大文化旅游村企共

建项目也都使文明村镇和文明旅游有机结合起

来ꎬ 拓展了农民致富门路ꎬ 让农民生活美

起来ꎮ
二、 环京津贫困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河北省在环京津贫困乡村开展美丽乡村、

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 也积累

了部分经验ꎬ 但同时ꎬ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ꎬ
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ꎬ 还是村民文明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河北与京津相比ꎬ 都还有较

大落差ꎬ 制约着部分贫困地区快速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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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民自身素质与环京津区位优势存

在着不适应ꎮ 近些年来ꎬ 河北环京津农村地区

得到较快发展ꎬ 物质生活得到了快速提升ꎬ 但

是农民自身素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与环京津的区

位优势不相适应ꎮ 有的农民追求经济利益的意

识得到强化ꎬ 但是公民意识、 集体观念淡化ꎬ
不能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ꎻ 有的农民思

想保守、 不思进取ꎬ 仍然存在着 “小富即安”
“小进即满”ꎬ 甘于现状等小农思想ꎬ 长远眼光

不够ꎻ 有的农村地区存在婚丧事大操大办、 铺

张浪费、 盲目攀比、 不文明祭祀、 乱倒垃圾、
焚烧作物、 随地吐痰、 乱堆乱放等不文明

现象ꎮ
(二)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与农民需

求存在着不适应ꎮ 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不主动ꎬ 不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开

展创建工作ꎬ 不能在区别不同群众分别想什

么、 要什么、 盼什么的基础上ꎬ 进行深入分

析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创建活动ꎬ 而是机械地、
简单地把农民作为受教育的一个整体ꎮ 这种做

法未能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

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ꎮ
(三)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农民需求存在

着不适应ꎮ 各地经济情况不同ꎬ 认识有差异ꎬ
基础条件不均ꎬ 农村文化发展不平衡ꎬ 致使大

部分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还显得比较薄

弱ꎬ 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ꎬ 不能满足农民的

实际需求ꎮ 部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仍不够完

善ꎬ 还有一些村没有图书馆、 文化站ꎬ 图书和

活动器材不能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及时更新ꎬ
使用率较低ꎮ 农村文化活动不足ꎬ 大部分活动

仅限于节日期间ꎬ 而日常及农闲时节的健康有

益的文化活动成为断层ꎬ 即使是节日期间的文

化活动也是种类少、 形式单一ꎬ 层面不宽、 质

量不高ꎬ 远不能满足新时代农民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ꎮ
(四) 农村精神文明工作队伍与农村发展

还存在着不适应ꎮ 许多乡镇和村抓精神文明建

设的干部多是兼职人员ꎬ 业务知识不扎实、 文

化修养参差不齐、 流动性大ꎬ 常把精神文明建

设当作临时性、 应急性的工作ꎮ 有的苦于资金

短缺ꎬ 有畏难情绪ꎬ 积极性不高、 责任心不

强ꎬ 难以确保精神文明工作的顺利开展ꎬ 导致

各项创建活动不能落地ꎮ 有的地方青壮年外出

打工较多ꎬ 村里只剩下留守老人、 儿童ꎬ 人才

流失严重ꎬ 出现大量空心村ꎬ 致使农村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出现组织难、 群众参与少的情况ꎬ
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的

提升ꎮ
(五) 体制机制建设与实际工作需要还存

在着不适应ꎮ 在投入机制上ꎬ 许多地方投入无

从保障ꎬ 即使是有投入ꎬ 也是一次性的基础建

设投入ꎬ 缺乏对文化人才的培养ꎬ 缺乏文化设

施正常运转的经费ꎬ 存在着只重建设ꎬ 忽视运

转的 “重投轻管” 现象ꎮ 在组织体制上ꎬ 农村

文化建设责任分属多个部门ꎬ 很多部门都能组

织管理农村文化ꎬ 但谁都不能负全责ꎬ 存在着

部门分割、 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ꎬ 使得原本有

限的农村文化资源很难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ꎮ
三、 提升环京津贫困乡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精神文明建设是在人的头脑中搞建设ꎬ 建

设的是思想、 是精神、 是道德ꎬ 也是风尚ꎮ 一

般号召容易ꎬ 具体落实很难ꎬ 尤其是在长期处

于落后状态的广大农村开展就显得更加困难ꎮ
为了落实全国、 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

流会精神ꎬ 搞好环京津贫困乡村精神文明建

设ꎬ 建议抓好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 抓认识ꎬ 夯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思想基础ꎮ
一方面要认真组织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地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强化领导干部对加强贫困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ꎬ 要像抓项目一

样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进行细化分

解ꎬ 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ꎬ 列出具体的工

作项目ꎬ 提出量化的工作要求ꎬ 制定科学的考

评体系ꎮ 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民对精神文明建设

０９７



经验交流

重要性的认识ꎬ 要以美丽乡村、 文明村镇创建

活动为载体ꎬ 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强化村民的公民道德意识ꎬ 增强其主动

参与的自觉性ꎬ 形成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ꎮ
(二) 抓创新ꎬ 拓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

形式ꎮ 精神文明的活动在于创新发展ꎬ 在于组

织社会各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ꎮ 为了使精

神文明建设具体化ꎬ 便于操作ꎬ 各地在推进美

丽乡村、 文明村镇创建中ꎬ 要重点加强农村

“十个一” 建设ꎮ 即建立完善一个村民中心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一个文化广场、 一条

乡村文明示范街、 一批善行功德榜、 一套村规

民约、 一个红白理事会、 一个道德讲堂、 一支

志愿者队伍ꎬ 一支乡贤骨干队伍、 每年评选表

彰或复检一次 “十星级文明户” 或 “五好家

庭”ꎮ 通过开展农村十个一建设ꎬ 使精神文明

建设深入千家万户ꎬ 人人参与ꎬ 实现美丽乡村

内外兼修ꎮ
(三) 抓城乡统筹ꎬ 推进京津冀文明村镇联

片创建ꎮ 要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推进贫困

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加大城乡共建力度ꎬ 形

成共同发展格局ꎮ 要进一步发挥好文明城市、 文

明县城支持文明村镇创建的新优势ꎮ 要整合以

城带乡的资源力量ꎬ 发挥好文明单位、 工商企业

以及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的作用ꎬ 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文明村镇创建ꎬ 组织他们与重点创建

村结对共创ꎬ 共同提高ꎮ 特别要立足打造京津冀

精神文明联片创建ꎬ 并逐步建设京津冀文明创

建示范区ꎬ 加强环京津县区、 村镇与京津的对

接、 联创ꎬ 形成有效的联创局面ꎮ
(四) 抓帮扶共建ꎬ 探索贫困地区农村精

神文明创建ꎮ 精准扶贫ꎬ 既包括物质的ꎬ 也包

括精神的ꎮ 精神文明建设是实施脱贫致富战略

的重大内容之一ꎬ 要高度重视贫困地区的精神

文明创建ꎬ 努力走出一条贫困地区精神文明建

设的新路子ꎮ 要动员和用好企业家的力量ꎬ 推

动产业扶贫ꎬ 扩大贫困群众就业ꎬ 加强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ꎮ 动员和用好科技工作者的力

量ꎬ 引导科技工作者以李保国同志为榜样ꎬ 为

贫困地区提供科技服务ꎮ 动员和用好志愿服务

组织、 志愿者的力量ꎬ 引导离退休干部、 社会

贤达、 志愿者等主动帮扶贫困地区ꎮ 动员和用

好对口帮扶的力量ꎬ 做好京津对口帮扶、 省内

对口帮扶、 中直单位定点扶贫等工作ꎬ 重点加

强宣传文化基层设施建设ꎮ 要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 扶贫济困传统美德ꎬ 引导农民克

服等靠要思想ꎬ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ꎬ 靠自己

勤劳双手实现脱贫梦想ꎮ
(五) 抓队伍ꎬ 充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力量ꎮ 队伍建设是开展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的关键ꎮ 加强专职工作队伍建设ꎬ 可按照设

岗不增编的原则ꎬ 采取 “稳定专职、 发展兼

职、 壮大业余、 鼓励义务” 的办法ꎬ 在乡镇、
街道办事处成立基层文明办ꎬ 设专职主任一

名ꎮ 村级要适当增加兼职人员ꎬ 并和村级党组

组织建设、 党员队伍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紧密

结合ꎬ 在政治上充分信任ꎬ 在工作上多压担

子ꎬ 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ꎮ 加强志愿者队伍

建设ꎬ 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增进村

民和谐、 促进公益事业发展ꎮ 加强乡贤骨干队

伍建设ꎬ 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ꎬ 涵育文

明乡风ꎮ
(六) 抓机制ꎬ 实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制度保障ꎮ
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繁重ꎬ 需要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 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推进ꎬ 也需要动

员群众广泛参与ꎮ 目前河北省正在积极探索精

神文明建设四项机制ꎬ 贫困乡村要按照 “四个

机制” 的要求ꎬ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领导责任机

制、 考评督查机制、 全民参与机制、 法律强制

机制等机制建设ꎬ 针对新形势新问题进行研

究ꎬ 制定创建规划措施ꎬ 确保贫困地区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本地县级文明村镇达到村镇总量的 ５０％
以上ꎬ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ꎬ 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做出新的贡献ꎮ

(河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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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以新媒体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新境界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精神文明建设的

方式ꎮ 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时代标识ꎬ 像空气一

样影响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形势下ꎬ
精神文明创建亟须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助推ꎬ 不

断提升新境界、 开创新局面ꎮ
一、 发展趋势: “互联网＋” 时代呼唤

“互联网＋精神文明”
１ 文明网已成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门

户ꎮ 全国文明办系统普遍建立了文明网ꎬ 形成

了中国文明网联盟网站ꎬ 借助 “一张网” 推动

形成 “一盘棋”ꎬ 极大地推动了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开展ꎮ 河北省文明网作为省文明办的门户

网站ꎬ 也发挥了相应作用: 一是交流信息的平

台ꎮ 各地的经验做法、 开展活动信息等通过联

盟网站展示ꎬ 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ꎮ
二是内容转化的纽带ꎮ 联盟网站、 联盟微信、
微博的开通ꎬ 及时将文明创建措施、 要求等传

递到网络空间ꎬ 高扬了主旋律、 搭建了连心

桥ꎬ 促进了创建活动的落地生根ꎬ 打造了文明

新空间ꎮ 三是品牌打造的窗口ꎮ 如 “河北好人

３６５” “创城进行时” “创城时评” 等栏目已经

有了较高的知名度ꎬ 培育了一大批热心公益、
踊跃参与网络文明创建的网友、 评论员队伍ꎬ
形成了精神文明宣传的裂变效应ꎬ 多渠道大范

围的传播ꎬ 引导广大网友向上向善ꎮ
２ 微信释放出文明创建的巨大能量ꎮ 微信

具有即时传播的功能ꎬ 既有 “点对面” 传播ꎬ
又有 “点对点” “多点对多点” 传播ꎬ 可以把

文字、 图片、 视频、 链接可以同时给多人ꎬ 优

势明显、 作用斐然ꎬ 在文明创建中身兼数职ꎮ
一是创建活动的调度员ꎮ 各级文明办内部普遍

建立了微信群ꎬ 如省文明办的 “文明冀语”
群、 河北省 “文明城市创建群” (入群人数已

达到 ２６９ 人)ꎬ 以及石家庄的 “省会文明使者

团” 群等ꎬ 用于传播交流会议精神、 创建做

法、 活动经验等ꎬ 迅捷高效ꎬ 及时准确ꎬ 简便

实用ꎮ 二是信息传播的广播员ꎮ 微信既能及时

传播图片ꎬ 也能传播声音ꎬ 现场感强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全省县级文明城市创建任丘会议后ꎬ 建立

了省、 市、 县三级的文明创建群ꎮ 此群一诞生

就发挥出大喇叭作用ꎬ 群内交流心得、 分享经

验、 提出问题、 反馈工作进展ꎬ 收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ꎮ 三是推动落实的督导员ꎮ 对于存在

的问题可以随手拍照片、 视频发送群里ꎬ 督促

创建活动落实ꎮ 比如对于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

出现的 “几不管” 问题进行及时沟通交流ꎬ 明

确相关部门责任ꎬ 确保了创建不留死角ꎮ 四是

活动开展的联络员ꎮ 微信群是天然的朋友圈ꎬ
也成为志愿者们密切联系的新平台ꎬ 极大推动

了社会志愿服务ꎮ 如 “文明邢台工作群” 已成

为拥有 １２８ 名群成员ꎬ 拥有文明交通、 文明电

力等各类子群ꎬ 广泛开展公益广告传播、 义务

植树、 网上祭烈和学好人做好人等各类主题活

动ꎮ 在今年抗洪救灾工作中ꎬ 邢台市充分利用

“志愿云” 注册发布系统ꎬ 第一时间向全市广

大志愿者群发信息ꎬ 全市 １２０ 家文明单位志愿

服务队和 ４９ 家社会公益团体志愿服务队迅速通

过网络签到ꎬ 参与到抗洪救灾行动中来ꎬ 及时

一有效地开展了抗洪救灾志愿服务ꎮ
３ 新媒体发布 “河北好人” 形成叠加效

应ꎮ 今年特大暴雨重创河北中南部地区后ꎬ 我

们发挥新媒体优势ꎬ 使官媒纸媒联动ꎬ 相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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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布 “河北好人”ꎬ 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ꎮ
一是用新媒体树典型很真实ꎮ 省文明办率先在

省文明网开展的 “河北好人 ３６５” 栏目中评选

抗洪救灾好人ꎬ 通过微信号每天发布 ３—５ 名ꎬ
现场人物、 真实场景、 即时声音ꎬ 让人真信真

服ꎬ 传播了抗洪救灾的正能量ꎬ 巩固了精神文

明阵地ꎬ 在舆情的疾风暴雨中坚守了阵地ꎮ 各

市、 县文明系统的微信微博也及时传播当地涌

现出的救灾故事、 好人事迹等ꎬ 与省文明网形

成矩阵效应ꎮ 二是用新媒体讲故事真感人ꎮ 新

媒体聚焦抗洪救灾中的感人故事、 美德故事、
凡人善举等ꎬ 用群众喜闻乐见、 生动鲜活的

“网言网语” 进行讲述ꎬ 融入感情、 讲好故事ꎬ
传播善行ꎬ 增强了传播力、 感染力和影响力ꎮ
如讲述洪灾中抗洪夫妻、 砸墙救母、 千里送子

弟兵的故事ꎬ 打赢了抗洪救灾舆论主动仗ꎮ 三

是用新媒体发评论更动人ꎮ “河北好人” 评选

出来后ꎬ 网络评论处积极组织评论员撰写评

论、 心得体会ꎬ 及时快速引起社会关注ꎮ 如 ｅ
观沧海通过对好人好事的评论ꎬ 引发众多的跟

帖和互动ꎬ 众多评论的发布凝聚了人心ꎬ 引导

了舆论态势ꎮ
４ 自媒体已经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沿阵

地ꎮ 与微博、 微信相比ꎬ 网络自媒体平台更注

重向用户主动推送信息ꎬ 省去了吸粉、 账号推

广等烦琐环节ꎬ 利用自媒体推广文明创建工作

更加方便快捷ꎮ 一是入驻今日头条自媒体ꎮ 每

天在今日头条发布河北好人、 创城动态性信

息ꎬ 助推正能量信息广泛传播ꎬ 让文明创建工

作深入人心ꎬ 提高创建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

度ꎮ 二是组织模范人物开微博ꎮ 在 ２０１２ 年微博

兴起之初ꎬ 组织各级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 先

进人物开设微博ꎬ 并组成联盟ꎬ 原创、 转发正

能量消息ꎬ 形成矩阵效应ꎮ 三是培育精神文明

建设的大 Ｖꎮ 在网络大 Ｖ 盛行的今天ꎬ 更加注

重培育精神文明建设大 Ｖꎮ 如衡水市文明办主

任白国良就是有着 １６ 万粉丝的大 Ｖꎬ 在微博上

介绍文明建设情况ꎬ 对文明创建消息原创或转

发ꎬ 向广大粉丝有力推介了文明创建工作ꎮ

二、 存在问题: “互联网＋精神文明”
滞后 “互联网＋” 发展

１ 顶层设计互联网思维不够ꎬ 没有形成全

面融合的工作格局ꎮ 在工作顶层设计中ꎬ 尚不

能把互联网作为顶梁柱来体现ꎮ 一是互联网思

维在 «测评体系» 中体现不充分ꎮ 中央文明办

设立的 «测评体系» 把测评重点较多地放在材

料审核、 实地调查和入户调查中ꎬ 网络测评局

限于查看文明网页的设立、 公益广告的传播ꎬ
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传播文明的工作测评较少或

没有ꎮ 二是一些先进的互联网手段很难运用ꎮ
如 “大数据” 分析是非常先进的互联网手段ꎬ
但文明城市测评中很难借用ꎬ 也只是依靠检查

人员坐公交、 骑行、 路口监测等方式进行实地

考察ꎬ 远没有调用交通、 医疗、 教育等 “大数

据” 更科学、 更全面ꎮ 三是省文明办推行的网

络文明创建尚未全覆盖ꎮ 省文明办重视新媒体

文明创建工作ꎬ 河北文明网开设专题专栏宣传

文明创建活动、 “好人 ３６５” “文明随手拍”、
文明评论等工作ꎬ 然而各市的文明网站工作相

对来说较为滞后ꎬ 没有与省文明办推行的工作

共同推出ꎬ 形成矩阵效应ꎮ
２ 运用网络平台开展创建活动少ꎬ 存在网

上网下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ꎮ 如今网络已经成

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ꎬ 文明创建的方式尚不能

与之相适应ꎬ 对精神文明创建形成掣肘ꎮ 一是

注重传统引导ꎬ 网民参与不够ꎮ 传统的创建方

式倾向于靠单位或系统组织活动ꎬ 这样既能确

保参与人员ꎬ 也能确保活动质量ꎮ 而网络创建

不同于传统创建ꎬ 我们搞活动既怕无人参与ꎬ
又怕有人唱反调ꎮ 比如传统的道德模范选树活

动ꎬ 一般采用由下级向上级推荐ꎬ 网民推荐力

度不够ꎬ 还没有形成网友推荐道德模范、 争做

道德模范的热潮ꎮ 二是注重资料储备ꎬ 网络直

播不够ꎮ 河北文明网积累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

量资料数据ꎬ 便于资料查找检索ꎬ 但对文明创

建活动网络直播、 访谈等仅限于 “河北好人”
发布等较少的活动ꎬ 对于网络盛行的 Ｈ５、 微视

频的制作推送较少ꎮ 三是注重信息传播ꎬ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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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不够ꎮ 网络讲究跟踪热点ꎬ 网友的关注在

哪里ꎬ 我们的创建就应该做到哪里ꎻ 网络讲究

讲故事ꎬ 而我们习惯于讲道理ꎬ 而我们文明网

还没有设互动区ꎬ 网民无法跟帖ꎬ 不能形成

互动ꎮ
３ 网络文明引导办法不多ꎬ 没有完全 “用

新媒体的方式拥抱文明创建”ꎮ 文明创建需要

采取有效办法开展网络文明引导ꎬ 在这方面依

然存在办法不多ꎬ 效果不好的问题ꎮ 一是把握

法律界限不清ꎮ 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断

涌现ꎬ 对如何制止网上一些负面的、 不文明、
不道德的东西法律界限不够明晰ꎬ 应对机制不

够健全ꎬ 有时放任自流ꎬ 或被动应对ꎮ 教育引

导广大网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网络运营商切

实增强依法文明上网、 文明办网的法律意识和

法律观念工作力度不够ꎮ 二是引导方式缺乏包

容ꎮ 对网络 “灰色” 地带ꎬ 更多的是应该以引

导、 疏解等方式变为 “红色” 地带ꎬ 一些地方

或部门不能把网上 “灰色” 地带很好地与 “黑
色” 地带区别开来ꎬ 不是针锋相对ꎬ 就是听之

任之ꎬ 缺少包容式的柔性引导ꎬ 影响网上精神

文明建设的效果ꎮ 特别是网民中青少年比例

大ꎬ 他们正处在价值观的生成期ꎬ 更需要耐心

引导ꎮ 三是线上线下缺乏互动ꎮ 网上问题是网

下问题的反映ꎬ 看似虚拟的网上不文明行为其

实在网下有着实际支撑、 网络绝不能成为道德

沦丧的重灾区ꎬ 虚拟世界也要明荣知辱ꎮ 如果

网上网下互动不够充分ꎬ 网络文明于社会文明

不能够相互作用ꎬ 网络文明引导也就缺乏说服

力ꎬ 效果也不会好ꎮ
４ 研究群众网络需求不够ꎬ 精神文明网络

产品不够丰富ꎮ 上网已经成了生活常态ꎬ 我们

还不能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精神文明网络产品ꎬ
来满足网民的道德需求ꎮ 一是类型单一ꎮ 精神

文明建设覆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ꎬ 然而当前精

神文明网络产品仅限于如道德模范评选、 我们

的节日系列活动、 创建文明城市宣传、 志愿者

日宣传等ꎬ 而且形式一般是倡议书、 评论等ꎬ
还不够生动活泼ꎮ 二是渠道狭窄ꎮ 当前制作的

网络产品还没有形成全媒体推送机制ꎬ 各级文

明网推送较多ꎬ 其他媒体推送较少ꎬ 尤其是文

明餐桌、 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等涉及社会每个

人的文明宣传ꎬ 还不能随时随地借助微信及时

送达每个社会个体ꎮ 三是预制件较少ꎮ 在把日

常精神文明建设内容转化成为适合网络推送的

预制件方面ꎬ 研究少储备少ꎬ 有时现产现卖ꎬ
不免影响时效ꎬ 也难以形成声势ꎮ

三、 对策建议: 以 “互联网＋精神文

明” 提升精神文明创建水平
１ 坚持融合融入ꎬ 大力推动移动互联网传

播平台建设ꎮ 以新媒体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新境

界ꎬ 必须夯实根基ꎬ 大力加强互联网尤其是移

动互联网传播平台建设ꎬ 否则就会 “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ꎮ 一是积极推进 “两微一端” 平台

建设ꎬ 努力打造知名微信公众号ꎮ 微信微博和

客户端是目前新媒体发展的重要窗口ꎬ 尤其是

做强微信号ꎬ 增加粉丝量和关注度ꎬ 更是 “互
联网＋精神文明” 的定海神针ꎮ

微信公众号对精神文明热点事件的解读和

引导ꎬ 能够对精神文明热点事件的解读要全面

客观、 严谨稳妥ꎬ 能够为网络情绪扶正抑偏ꎬ
做网络舆论的压舱石ꎮ 二是推动省主要新闻媒

体加快媒体融合步伐ꎬ 大力发展移动新媒体ꎮ
媒体融合发展已成新闻传播的基本趋势ꎮ 移动

互联网已经成为网民了解新闻时事的第一信息

源ꎬ 社会舆论相当程度上在中国人的手机上生

成ꎮ 因此大力发展移动新媒体上的精神文明建

设ꎬ 必须从传统媒体向互联网新媒体延伸ꎮ 同

时注意维系和发挥传统媒体的公信力ꎬ 与 “自
媒体” 舆论的偏差形成对冲ꎬ 要加快媒体融合

步伐ꎬ 在互联网上主动设置议程ꎬ 推出更多的

“暖新闻”ꎬ 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聚共识、 汇聚力量ꎮ 三是发挥手机传媒作用ꎬ
使每个人都成为文明创建移动平台ꎮ 每个人的

手机都是一部传真机、 照相机、 摄像机ꎬ 通过

论坛、 微信、 微博都可以为文明行为点赞ꎬ 也

可以对不文明行为曝光ꎮ 因此ꎬ 应广开渠道ꎬ
发动各部门各单位利用手机开展文明创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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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ꎬ 吸引广大群众通过手机参与到文明创建中

来ꎮ 同时ꎬ 要学习外地的先进做法ꎬ 如 “文明

日照” 微信公众号ꎬ 把日照文明创建的点滴ꎬ
用生动的事例、 网络的语言进行编辑整理ꎬ 注

重与网友的互动ꎬ 值得借鉴ꎮ
２ 坚持互联互通ꎬ 再造文明创建的工作流

程ꎮ 推动新媒体持续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工作机制ꎬ 形成制度

保障ꎮ 一是建立全媒体运行机制ꎮ 要进一步树

立全媒体意识ꎬ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ꎬ
把传统媒体的信息材料进行深度加工后再通过

新媒体传播ꎬ 建立一条全媒体精神文明产品生

产推介流水线ꎮ 二是建立上下联动机制ꎮ 省、
市、 县根据自身的特点可以广泛开展具有本地

特色的网络活动ꎬ 但是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重要事件上要建立上下联动机制ꎬ 对河北文明

网推送的重点新闻ꎬ 各级文明网站要跟进推

送ꎬ 形成矩阵效应ꎻ 对于市、 县文明网站推送

的优秀内容ꎬ 省级文明网站也要适时进行全省

推介ꎬ 形成放大效应ꎮ 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

制ꎮ 要深入开展文明网站、 微博、 微信创建活

动ꎬ 制定测评指标体系ꎬ 把新媒体开展活动、
传播文明风尚的情况作为重要指标进行考核ꎬ
推动精神文明与新媒体实现无缝对接ꎮ

３ 坚持示范示教ꎬ 培养文明创建融媒体大

军ꎮ 新媒体优势明显、 功能强大ꎬ 要充分发挥

其在精神文明创建中的作用ꎬ 关键是要加强新

媒体人才队伍建设ꎬ 造就一支既了解文明创建

工作ꎬ 又具有较高网络宣传能力和水平的融媒

体大军ꎮ 一是加强人才培养ꎮ 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ꎬ 把那些既懂信息网络技术、 新媒体技术ꎬ 对

运用新媒体做文明创建工作比较熟悉、 具有良

好沟通能力的人才引进文明办系统ꎬ 为运用新

媒体开展文明创建提供人才保障ꎮ 通过人才培

养ꎬ 加强开展网络精神文明创建的示范效应ꎮ 二

是完善人才培训ꎮ 学习和培训的形式可以多种

多样: 如采取培训班、 专题报告会、 讲座、 现场

模拟、 远程网络或视频教育等多种方式ꎬ 帮助各

级工作人员提高运用新媒体开展工作的能力ꎮ

参加培训人员也能够在日常工作中起到示范示

教效应ꎮ 如河北文明网定期举办网评员培训班ꎬ
邀请知名专家进行授课ꎬ 对于如何写好网评ꎬ 加

强网评员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三是加强

实践锻炼ꎮ 文明办系统要多组织开展各种形式

的文明创建活动ꎬ 把新媒体作为主要的载体和

手段ꎬ 通过具体的活动锻炼队伍、 探索模式ꎬ 实

现创建活动与队伍建设的双提升ꎮ
４ 坚持共建共享ꎬ 培育文明健康的网络文

化ꎮ 随着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多ꎬ 网络对个人、
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凸显ꎮ 培育文明健康的网

络文化ꎬ 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ꎬ 也是

利用新媒体推动精神文明创建的必然要求ꎮ 一

要净化网络空间ꎮ 在 “人人都有麦克风” 的自

媒体时代ꎬ 网络空间良莠不齐ꎮ “红色” 地带是

我们的主阵地ꎬ 一定要守住ꎻ “黑色” 地带主要

是负面的东西ꎬ 要敢于亮剑ꎬ 大大压缩其地盘ꎻ
“灰色” 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ꎬ 使其转化为红色

地带ꎮ 真正把互联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新阵地、 公共文化的新平台、 人们精神文化

生活的新空间ꎮ 二要把文明网建成本地精神文

明建设的主阵地ꎮ 深入开展文明网站、 文明公众

号等创建活动ꎬ 加强网络内容建设ꎬ 创作、 生产

更多有吸引力的精神文明产品ꎬ 打造 “文明河

北” “善行河北” 等主题宣传品牌ꎬ 充分发挥成

风化人、 凝心聚力的积极作用ꎬ 让主旋律、 正能

量主导网络文化ꎮ 三是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也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者发出了总号召、 吹响了总号角ꎮ 我们要把加强

网络精神文明创建水平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切实

抓紧抓好ꎬ 用线下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支撑线上

活动的开展ꎬ 用线上文明创建成果丰富线下精

神文明建设活动ꎬ 培育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ꎮ 比

如石家庄打造了 “佳佳” “壮壮” 两个动漫形

象ꎬ 网上网下齐发力ꎬ 给广大市民文明提醒ꎬ 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ꎮ

(河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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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组织开展全省农村公共文化 “五大建设”
统筹推进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江西省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的工作重点ꎬ 组织开展全省农村公共

文化 “五大建设”ꎬ 统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４ 日ꎬ 江西省文明委召开全省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ꎬ 分别就农村公共

文化建设、 新农村建设、 文明绿色殡葬、 治理农

村赌博、 打击农村非法宗教活动等工作做专项

动员和部署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２５ 日ꎬ 江西省文

明办召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流动现场会ꎬ 看典

型、 听经验、 话成效、 找差距、 谋推进ꎮ
一、 加快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一是积极开展农村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ꎮ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ꎬ 对少数尚未建成

乡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空白点进行集中建

设ꎮ 依托行政村党组织活动场所、 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 废弃厂房、 农村祠堂以及其他城乡综

合公共服务设施ꎬ 加快建设多功能于一体的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ꎬ 实现 “五个一” 建设

标准: 设有 １ 间多功能文化活动室、 １ 个文体

广场、 １ 套全民健身路径器材、 １ 套简易音响

设备、 １ 套应急广播系统ꎮ 其中ꎬ 文体广场面

积为 ５００ 平方米左右ꎬ 并配备阅报栏或电子阅

报屏、 身边好人榜、 公益广告牌、 体育健身设

施和灯光音响设备等ꎬ 有条件的地方可搭建戏

台舞台ꎮ
二是大力实施江西贫困地区 “百县万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ꎮ 按照中宣部的工

作部署ꎬ 由省委宣传部牵头ꎬ 统筹全省文化、

新闻出版广电、 体育等有关部门ꎬ 用两年时

间ꎬ 在全省贫困地区建设 ４００ 个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示范点ꎬ 探索建立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管理、 使用的基本模式ꎮ 每个示范村拟按照

“七个一” 标准进行建设ꎬ 具体包括: 一个文

化活动广场 (１０００ 平方米)ꎬ 一个文化活动室

(９０ 平方米)ꎬ 一个简易戏台 (长 １０ 米、 宽 ５
米、 高 ０ ８ 米)ꎬ 一个宣传栏ꎬ 一套文化器材

(含一套音响和部分乐器)ꎬ 一套广播器材ꎬ 一

套体育设施器材 (含 １ 个篮球场、 ２ 个乒乓球

台ꎬ １ 套体育健身器材)ꎮ
三是着力扩大广播电视服务网络覆盖ꎮ 统

筹有线、 无线、 卫星等方式ꎬ 加强广播电视传

输覆盖网络建设ꎮ 组织实施直播卫星户户通工

程ꎬ ２０１６ 年全省完成 １４０ 万户直播卫星户户通

建设任务ꎮ 组织实施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

覆盖工程ꎬ 对全省 １４１ 座无线发射台站进行数

字化改造ꎬ 使无线发射的节目由过去的两三套

增至 １５ 套以上ꎮ
二、 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
一是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ꎮ 按照 «江西

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ꎬ县级人民政府制定本地基本公共服务项

目目录ꎬ 重点围绕文艺演出、 读书看报、 广播

电视、 电影放映、 文体活动、 展览展示、 教育

培训等方面ꎬ 设置具体服务项目ꎬ 明确服务种

类、 数量、 规模和质量要求ꎬ 实现 “软件” 与

“硬件” 相适应、 服务与设施相配套ꎬ 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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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ꎮ
二是丰富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ꎮ

弘扬江西优秀传统文化ꎬ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和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创建ꎬ 开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 民族歌舞、 传统体育比赛等

民族民俗活动ꎬ 打造基层特色文化品牌ꎮ 结合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ꎬ 深入

开展文化 “三下乡”、 文化进万家、 送欢乐下

基层、 文化志愿服务、 乡村青年文化节等活

动ꎮ 培育和扶持群众文化团体ꎬ 结合重要节假

日、 重大节庆活动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ꎮ 实

施阅读能力提升计划ꎬ 深入开展以农民为主体

的阅读工程ꎮ 丰富农村数字电影影片供给ꎬ 加

强中小学爱国主义影片放映工作ꎬ 积极创造条

件开展室内放映ꎬ 保障农村群众平均每个月能

看上一场数字电影ꎮ
三是关爱农村留守人员ꎮ 在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配备儿童康乐设施ꎬ 增加儿童课外

读物ꎬ 并为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父母之间的视

频沟通提供便利ꎮ 加强面向农村留守妇女、 流

动妇女在计生知识、 心理咨询、 文艺活动等方

面的文化服务ꎮ 支持公益性文化机构针对 “五
保户”、 孤寡老人等开展送文化活动ꎮ 提高面

向农村残疾人的无障碍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水

平ꎬ 为残疾人提供实用技术培训ꎮ 加大对盲文

图书、 有声读物出版支持力度ꎮ 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为困难群众和农村群众发放文化惠民卡、
消费券ꎬ 鼓励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社会力量为

特殊群体提供针对性服务ꎮ 将返乡农民工纳入

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帮助开展就业创业

辅导和职业技能培训ꎮ
四是整合基层公共文化资源ꎮ 整合分布在

不同部门、 分散孤立、 用途单一的基层公共文

化资源ꎬ 实现人、 财、 物统筹使用ꎮ 以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依托ꎬ 以公共图书馆、 文

化馆数字平台为载体ꎬ 提供数字图书馆、 数字

文化馆和数字博物馆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ꎻ 发

挥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以及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 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

息平台等基层信息平台的作用ꎬ 广泛开展政策

宣讲、 理论研讨、 学习交流等党员教育活动ꎮ
加强对农村文化体育设施的综合管理和利用ꎬ
推动实现基层文化惠民项目和公共文化服务的

综合集成ꎮ
三、 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机制

建设
一是支持群众自主参与ꎮ 在村 (社区) 党

组织的领导下ꎬ 发挥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的群

众自治组织作用ꎬ 引导城乡居民积极参与文化

建设ꎬ 加强群众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ꎮ 健全民

意表达机制ꎬ 依托社区居民代表会议、 村民代

表会议和村民小组会议等ꎬ 开展形式多样的民

主协商ꎬ 对基层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事项ꎬ 充

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ꎬ 保证过程公开透明ꎬ 接

受群众监督ꎮ
二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

设ꎮ 落实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文化

厅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赣府厅发

〔２０１５〕 ７０ 号)ꎮ 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力度ꎬ 运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公益创投、 公益众筹等多种模式ꎬ 鼓励和引导

各类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或

捐助农村地区公共文化设施设备、 资助文化活

动、 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ꎮ
三是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机构服务方式ꎮ 采

取试点先行、 逐步推广的方式ꎬ 建立以县级公

共图书馆、 文化馆为总馆、 乡镇 (街道) 综合

文化站为分馆、 村 (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为服务点的图书馆、 文化馆总分馆体系ꎬ 把服

务网点向广大农村延伸ꎮ 整合农家书屋资源ꎬ
设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层服务点ꎬ 纳入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和使用ꎬ 推动村

(社区) 及薄弱区域图书借阅自助服务建设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力争三分之一的县建立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总分馆体系ꎮ

四、 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建设
一是大力促进乡土文化保护和发展ꎮ 支持

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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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依托当地乡土文化、 民族民间特色文

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ꎬ 发展特色手工艺

品、 传统文化展示表演和乡村文化旅游ꎮ 加强

对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和传统村落的保护ꎮ 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ꎬ
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ꎬ 促进传

统工艺品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走进千家万户ꎬ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ꎮ

二是推进文化旅游结合发展ꎮ 大力发展乡

村文化休闲旅游、 农家乐等ꎬ 把农村建成 “农
民生活的幸福家园ꎬ 市民向往的休闲乐园”ꎬ
让江西悠久人文历史、 秀美山水发挥美化生

活、 净化心灵、 美丽家园的作用ꎮ
三是深入推进生态文化建设ꎮ 将农村地区

公共文化建设纳入生态文明建设ꎬ 深入宣传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和意义ꎬ 不断提高当地

群众的节约意识、 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ꎮ 发挥

文化活动潜移默化、 以文化人的作用ꎬ 营造全

民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风气ꎬ
促进农村地区生态可持续发展ꎮ

五、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ꎮ 按

照 « 江 西 省 基 本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实 施 标 准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 要求ꎬ 在现有编制总量内ꎬ
乡镇综合文化站编制配备至少一两名的要求ꎬ
规模较大的乡镇适当增加ꎮ 按照公开招募、 自

愿报名、 组织选拔、 集中派遣的形式ꎬ 采取

“县聘乡管村用” 的管理方式ꎬ 政府购买村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公益岗位每村不少于 １ 名文

化管理员 (文化辅导员)ꎮ 鼓励 “三支一扶”
大学毕业生、 大学生村官、 志愿者等专兼职从

事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管理服务工作ꎮ 定期

开展培训工作ꎬ 乡镇、 村文化专兼职人员每年

参加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 ５ 天ꎮ 探索建立基层

文化专干激励机制ꎬ 对在农村地区乡镇基层从

业 ５ 年以上、 工作成绩突出的文化专干给予鼓

励ꎮ 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和职称评聘等评选

表彰向农村地区基层文化专干倾斜ꎮ
二是大力培育乡土文化人才ꎮ 重视发现和

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 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传承人ꎮ 建立县域乡土人才信息资源

库ꎬ 通过搭建交流平台、 提供活动经费、 加强

培训辅导等方式ꎬ 鼓励和扶持乡土人才开展农

村文化艺术、 民族民间文化、 文物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 广电设施维护等乡土文化技能培

训与传承、 普及与推广ꎮ
三是深入开展农村文体志愿服务活动ꎮ 成

立由专家学者、 艺术家、 优秀运动员、 青年学

生、 专业技术人才、 退休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

组成的文体志愿队伍ꎬ 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农

村文体志愿服务模式ꎬ 为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的

文体志愿服务活动ꎮ

(江西省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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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系统

统战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统战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

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ꎬ 贯彻

落实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ꎬ 紧紧围

绕统一战线工作大局ꎬ 团结引导激励广大干部

职工增强 “四个意识”ꎬ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

活动ꎬ 在凝心聚力出成果、 岗位建功做贡献、
真情关爱职工、 引导激励青年、 加强自身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ꎮ
一、 加强理论学习ꎬ 引导干部职工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统战系统各单位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ꎬ 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ꎮ 组织干部职

工积极参加理论学习报告会、 读书征文活动、
培训班和研讨班ꎬ 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理解ꎬ 保持精神文明

建设正确的政治方向ꎮ 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引导干部职工深刻认识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ꎬ 切实把全会精神落

实到精神文明工作和建设全过程ꎬ 坚定地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ꎬ 有力激发

广大干部职工投身统战事业的工作热情ꎮ
二、 积极发挥文明单位作用ꎬ 切实做

好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工作方式ꎬ 注重调查研究ꎬ 发挥文明

单位的优势和作用ꎬ 推进统战系统的思想政治

工作ꎮ 在部机关、 直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中开

展近年来覆盖面最广的一次思想状况问卷调

查ꎬ 了解干部思想状况ꎬ 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

性问题ꎬ 提出工作建议ꎬ 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的主题ꎬ 组织 “党在我心中” 书画摄影诗歌征

集、 女职工长走、 “红墙杯” 合唱比赛、 中央

和国家机关 “公仆杯” 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等

活动ꎬ 展现了统战系统干部职工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ꎬ 激发了干事创业的主动性ꎮ
三、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ꎬ 积极组织评

选表彰工作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营造

学习先进、 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ꎬ 激发统战系

统干部见贤思齐、 勇争上游的工作热情ꎬ 切实

把榜样的影响转化为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ꎬ 转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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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努力为统战事业发展做贡献的实际行动ꎮ
２０１６ 年在统战系统青年干部职工中开展了 “争
做向上向善好青年ꎬ 努力为统战事业创新发展

做贡献” 主题实践活动ꎬ 推选爱岗敬业、 创业

创新、 崇义守信、 孝老爱亲四类好青年ꎬ 各级

党组织高度重视ꎬ 各基层团组织积极推进ꎬ 广

大青年同志踊跃参与ꎬ 经过逐级评审ꎬ 推选出

１０ 位同志为统战系统 “向上向善好青年”ꎬ ２０
位同志获得统战系统 “向上向善好青年” 提名

奖ꎬ 并予以表彰ꎮ 在统战系统中开展全国五好

文明家庭、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 全国三八红

旗手 (集体)、 中直五一劳动奖章、 中央直属

机关优秀共青团员、 优秀共青团干部、 五四红

旗团组织等评选工作ꎬ 推出了一批先进典型ꎬ
弘扬爱国道德、 家庭美德、 敬业品德ꎬ 在服务

统战事业创新发展的同时更好地诠释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ꎮ
四、 开展岗位建功活动ꎬ 牢固树立围

绕业务开展精神文明工作的意识
着力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

力ꎬ 增强青年干部职工学习统战业务、 提升工

作本领的思想和行动自觉ꎮ 在基层工会组织中

广泛开展 “中国梦岗位建功做贡献” 劳动竞

赛ꎬ 注重劳动竞赛与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

动的有机结合ꎬ 以党建带工建、 带妇建、 带团

建工作ꎬ 把劳动竞赛作为 “关键在做” 的重要

内容ꎬ 巩固竞赛成果、 注重精准服务ꎬ 以创造

一流业绩为目标ꎬ 突出素质和能力的提升ꎮ 多

年劳动竞赛的积累ꎬ 培养了一批能工巧匠ꎬ 在

“２０１６ 年中国技能比赛第二届中央直属机关

服务技能竞赛” 中ꎬ 部机关服务中心物业部荣

获集体和个人多个奖项ꎮ 积极开展青年支教扶

贫、 “学雷锋志愿服务” “百万家庭一线牵———
恒爱行动” 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进一步提升干部

职工精神状态ꎬ 提高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ꎮ
五、 关心关爱干部职工ꎬ 切实维护干

部职工的实际利益
围绕暖人心、 稳人心、 聚人心ꎬ 深入细致

了解干部职工的困难诉求ꎬ 及时排忧解难、 雪

中送炭ꎮ 深入细致做好 “送温暖” 工作ꎬ 走访

慰问老党员、 困难党员和住院、 生病的干部ꎬ
及时救助特困职工ꎬ 共补助 ４７５ 人ꎬ 累计 ８４ 万

元ꎮ 举办第六期 “暑假干部职工子女托管班”ꎬ
参加托管青年职工子女累计 ２３１ 人次ꎬ 在办班

过程中创新方式ꎬ 一方面做好学生的看护、 管

理、 教学ꎻ 另一方面注重提升孩子的综合素

质ꎬ 开设特长兴趣班ꎬ 组织到国家大剧院、 中

国科技馆观摩学习ꎬ 受到了青年干部职工及子

女的欢迎ꎮ 注重让广大工会会员实实在在地受

益ꎬ 积极鼓励支持各基层工会开展文体活动和

送生日慰问ꎬ 为机关和系统单位增配发放文化

体育设施ꎬ 开展大龄青年联谊活动等ꎬ 得到干

部职工的好评ꎮ 按照民政部门有关文件精神ꎬ
组织开展 “冬日暖阳送衣被” 活动ꎬ 得到干部

职工广泛响应ꎬ 共向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捐

赠过冬衣被 １４００ 余件ꎮ
六、 提高业务素质ꎬ 重视发挥基层组

织作用
加强统战系统单位群团干部的政策业务培

训ꎬ 传达学习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关于 ２０１６ 年精

神文明工作的部署要求ꎬ 围绕做好新形势下的

机关精神文明工作进行政策讲解、 业务研讨和

经验交流ꎬ 切实提升了统战系统群团干部政策

把握、 应急处理、 新媒体运用等工作水平ꎬ 为

统战事业创新发展增添助力ꎮ

(中央统战部文明办供稿)

２０８



中央政法委机关

中央政法委
机关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政法委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和部署ꎬ 紧密

结合政法综治工作和机关干部队伍实际ꎬ 常抓

不懈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强化党的宗

旨意识ꎬ 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ꎬ 引导干部

职工牢固树立法治思维ꎬ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进一步提高机关干部职工文明素

质ꎬ 推动机关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ꎮ
一、 以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为载

体ꎬ 切实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中央政法委机关坚持开展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ꎬ 继续组织每个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内

经典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原著

原文ꎬ 带着信念学、 带着感情学、 带着使命

学、 带着问题学ꎮ 通过学习ꎬ 深刻领会党的性

质、 宗旨、 指导思想、 奋斗目标、 组织原则、
优良作风以及党员的条件和义务、 权利、 行为

规范ꎬ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

基本精神ꎬ 深刻领会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的基本内容ꎬ 深刻领会增强党性修

养、 践行宗旨观念、 涵养道德品格等基本要

求ꎬ 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ꎬ 自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ꎬ 尊重群众首创精

神ꎬ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ꎬ 善于运用辩证思

维、 联系观点认识和解决问题ꎮ
二、 充分利用机关优势ꎬ 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ꎬ 推进依法治国理念深入

人心
中央政法委机关着力增强政法综治干部的

法律素养和法治观念ꎬ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进精神文明创建ꎬ 围绕平安共建、 司法公

信等主题开展群众性创建活动ꎬ 为精神文明建

设创建营造良好社会环境ꎮ
不断推动司法体制改革ꎬ 从制度层面上保

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ꎮ 着力加强和改进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ꎬ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ꎬ 增强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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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法治观念ꎬ 促进全民尊法、 守法ꎬ 引导干

部群众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行为的基本

准则ꎬ 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

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ꎮ
继续做强做实全国政法干部学习讲座ꎬ 不

断丰富讲座内容ꎬ 提升讲座水平ꎬ 结合实践ꎬ
引导全国政法综治干部自觉在法治轨道上想问

题、 作决策、 办事情ꎬ 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能力ꎬ 努力建设整治过硬、 业务过

硬、 责任过硬、 纪律过硬、 作风过硬的政法

队伍ꎮ
组织开展 “平安中国建设” 宣传系列征集

活动ꎬ 包括 “平安印象” 征文ꎬ “平安瞬

间” 摄影作品、 “平安纪录” 微视频ꎬ “平
安歌曲” ＭＶꎬ 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公共

安全规则ꎬ 调动群众参与平安创建积极性ꎬ 共

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ꎮ 策划拍摄司法体制改革

系列电视纪录片ꎬ 展示政法机关推进改革、 提

高执法司法公信力的新成效ꎬ 弘扬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ꎬ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提升全民

法治素养ꎬ 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

法治环境ꎮ
在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中ꎬ 高度重视法

治引领、 法治保障ꎮ 一是会同有关部门ꎬ 开展

调查研究ꎬ 拓展在青少年群体中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的有效途径ꎮ 推动出台 «反家庭暴力法»
等ꎬ 依法惩处遗弃、 虐待未成年人等违法犯

罪ꎬ 严格按照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未成

年人保护法»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等法律法规和

政策要求ꎬ 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ꎬ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校园欺凌、 拐

卖儿童等违法犯罪活动ꎬ 以及开展心理咨询服

务、 落实监护责任等ꎬ 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各方

力量作用ꎬ 落实未成年人监护保护和涉诉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制度ꎬ 运用法治手段和方式推动

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ꎬ 推动加强青少

年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ꎮ 推动黑龙江省综治

办、 省关工委出台 «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创建

“未成年人零犯罪” 社区、 村屯、 学校活动的

意见»ꎬ 营造从小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ꎮ
开展 “合力监护、 相伴成长” 关爱保护专项行

动ꎬ 推广设立留守儿童之家、 托管中心、 “农
村假日课堂” 等做法ꎮ

二是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与 “平安企

业” 创建活动、 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等与精

神文明创建有机结合ꎮ 发挥中央综治委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专项组办公室职能作

用ꎬ 协调专项组成员单位ꎬ 共同推动非公有制

企业参与平安建设ꎬ 将 “平安企业” “平安市

场” “平安工业园区” 等基层平安创建活动与

精神文明创建有机结合ꎮ 把非公有制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情况纳入基层平安创建的重要内

容ꎬ 促进它们更加重诚信、 讲道德、 循法治、
守契约ꎮ 推动企业解决好拖欠职工工资等实际

问题ꎬ 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ꎮ 在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中深入开展守法诚信教育ꎬ 帮助其

增强法治意识ꎬ 提高依法依规经营和防范法律

风险能力ꎮ 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预防化解

矛盾纠纷基础性工作ꎮ 牢固树立源头治理理

念ꎬ 指导各级综治组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ꎬ 借

助各级综治中心ꎬ 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ꎬ 有

效减少矛盾纠纷ꎮ 着力加强和改进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ꎬ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ꎬ 增强全民

法治观念ꎬ 促进全民尊法、 守法ꎬ 引导干部群

众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行为的基本准

则ꎬ 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

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ꎮ 推

进行业规范、 社会组织章程、 村规民约、 社区

公约建设ꎬ 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调整成员关

系、 约束成员行为、 保障成员利益等方面的作

用ꎬ 通过自律、 他律、 互律使公民、 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ꎮ
三是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ꎮ 加强社

会治安形势分析研判ꎻ 推动依法惩治严重危害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犯罪ꎬ 深入开展打黑

除恶专项斗争ꎻ 开展预防和减少命案工作ꎻ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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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ꎻ 推进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雪亮工程” 建

设ꎮ 针对公共安全问题高发领域和影响群众安

全感的突出问题ꎬ 协调各方力量ꎬ 强化政策措

施ꎬ 完善工作机制ꎬ 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

化、 信息化、 法治化ꎬ 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类

风险ꎮ 分析研判各省 (区、 市) 重特大案事件

发生情况ꎻ 推动加强寄递物流、 危爆物品等重

点行业、 领域安全监管水平ꎬ 推进寄递物流安

全监管 “３ 个 １００％” 制度落实ꎻ 推动加强重点

场所、 重点部位以及铁路、 公路、 水路和电力

电信广播电视设施、 输油气管道等重点区域的

安全保护工作ꎻ 推动实行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

推进实名制全覆盖ꎻ 协同做好非法集资处置等

工作ꎻ 健全治安防控区域协作机制等ꎬ 针对影

响公共安全突出问题ꎬ 部署开展专项治理ꎮ 同

时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ꎬ 坚

持奖惩并举ꎬ 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

向全员责任拓展ꎮ
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

强化作风建设
坚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加强

机关党组织和干部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建设ꎬ 深

入持久开展学习宣传ꎬ 并将其作为选人用人、
考核干部 “德” 的重要内容ꎬ 引导广大干部职

工自觉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在机关

组织开展各项学习教育活动中将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内容ꎬ 坚决防止

律己不严、 知行脱节ꎬ 讲奉献、 讲公德、 讲诚

信不够ꎬ 情趣低俗、 贪图享乐等问题ꎬ 切实加

强道德修养ꎬ 崇德向善、 注重自律ꎬ 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 外化为自觉行

动ꎬ 用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群众ꎮ
进一步扎实推进机关干部队伍坚定理想信

念ꎬ 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ꎬ 把理想信念

体现到修身律己、 为政用权、 干事创业的方方面

面ꎬ 做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模范践行者ꎮ 强化责

任意识和担当意识ꎬ 为党和人民勇于作出奉献

乃至牺牲ꎮ 提升精气神、 增长新本领、 展现新作

为ꎬ 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抓住关键的具体

干事创业ꎬ 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落

实ꎬ 做改革发展的促进派和实干家ꎮ 坚持廉洁自

律的道德操守ꎬ 管住欲望、 戒除贪念ꎬ 慎始慎

终、 慎独慎微ꎬ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ꎮ
四、 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为强化学习效果ꎬ 丰富学习形式ꎬ 中央政

法委机关结合自身实际ꎬ 开展了多项活动ꎮ 一

是积极参加学雷锋活动ꎮ 发扬扶贫助残传统ꎬ
开展困难干部家庭帮扶和患病干部走访慰问活

动ꎮ 二是积极开展 “讲文明 　 树新风” 活动ꎮ
大力倡导文明礼仪之风、 勤俭节约之风、 廉洁

从政之风和学习研究之风ꎬ 积极倡导 “快乐工

作、 幸福生活”ꎮ 三是参加各项精神文明活动ꎮ
加强干部职工人文关怀ꎬ 关心干部学习生活健

康ꎮ 组织党员干部参观 “复兴之路” 主题展

览ꎬ 开展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红色经典诵

读和主题党日活动ꎮ 为机关干部建设了健身

室ꎬ 聘请了专门教练ꎬ 开展机关 “健康大讲

堂” 活动ꎮ 四是开展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教

育ꎮ 在机关开展 “不剩饭、 不剩菜” 文明餐桌

行动ꎬ 开展节约 “一滴水、 一度电、 一张纸”
活动ꎮ 机关团支部组织青年党员、 团员代表观

看了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ꎬ 根据李培斌真实事

迹创作的话剧 «热泉»ꎮ

(中央政法委综治秘书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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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
概况综述

中央网信办严格对照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 年工作安排»ꎬ 进一步明确任

务分工ꎬ 做到不缺项、 不漏项ꎬ 协调联动有关

部委ꎬ 确保各项工作干在实处、 抓出实效ꎮ
一、 实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宣传工程ꎬ 及时准确报道总书记
重要活动、 讲话ꎬ 全面宣传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中央网信办组织各地各网站及时准确报道

总书记重要活动、 重要讲话ꎬ 全面宣传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

实践ꎬ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领网上

舆论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６ 年全网刊发相关稿件 １００
多万条ꎬ 点击量超过 ４００ 亿次ꎬ 网上舆论正面

积极、 反响热烈ꎬ 多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

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与表扬ꎮ 一是推出 «深改组

１０００ 天» «军改一年间» 等重磅策划ꎮ 围绕中

央深改组成立 １０００ 天ꎬ 推出特别策划 «深改

组 １０００ 天: 有事＠ 深改组ꎬ 组长是咱总书

记»ꎬ 盘点深改组成立以来的工作和取得的成

绩ꎬ 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改革者的形象ꎮ 全

网共刊发相关报道 １２ 万篇次ꎬ 阅读量近 １６ 亿

次ꎬ 讨论量超过 ３００ 万条ꎮ 围绕中央军委改革

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ꎬ 策划推出 «军改一年

间»ꎬ 系统盘点军改成就变化ꎬ 集中展现习主

席励精图治的历史担当和推进强军兴军伟业的

决心勇气ꎮ 全网刊发报道 １０ 万篇次ꎬ 阅读量

１２ 亿次ꎮ 其中ꎬ 仅 «军改一年间» 新浪微博话

题的阅读量就超过 ２ 亿次ꎮ 二是精心组织出访、
考察调研网上舆论工作ꎮ 周密部署习总书记历

次出访和赴重庆、 安徽、 宁夏、 河北等地方考

察调研等重要活动报道ꎬ 提前制定方案ꎬ 精心

设置议题ꎬ 进行专题部署ꎬ 确保网上舆论积极

热烈ꎮ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境内网站、 “两
微一端” 发布相关报道累计 １２０ 余万篇ꎬ 讨论

量超过 １０００ 万条ꎬ 点击量超 ４７ ４ 亿次ꎬ 相关

数据屡创新高ꎮ 与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习近平

总书记报道团队建立实时联系机制ꎬ 加强与中

宣部、 外交部等部门的沟通对接ꎬ 根据网络传

播特点实时组织策划各类报道ꎮ 每日及时推送

重点稿件ꎬ 让党中央声音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

活动报道始终牢牢占据网站首页头条和客户端

首屏ꎮ 三是深入创新解读ꎮ 组织网站先后开设

“这三年” “治国理政进行时” 专题ꎬ 推出系列

报道百万余篇ꎮ 根据春节、 两会、 端午节等时

间节点ꎬ 有侧重、 有计划地报道解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活动、 重要讲话ꎬ 强化微传播ꎮ 发挥

新闻报道与理论宣传的支撑作用ꎬ 以中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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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为主力、 商业网站为补充ꎬ 统筹中央主要

媒体客户端、 “学习” 微信公众号以及有实力

的地方网站策划力量ꎬ 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

话精神从哲学、 文化、 历史等不同角度进行全

方位多形式解读ꎬ 推动 “不忘初心” 等热词持

续刷屏ꎮ 四是发挥国平引领作用ꎮ 针对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活动以及中央重大方针

政策、 决策部署ꎬ 精心组织撰写 «胜利日与

“Ｇ２０ 中国时刻” 的伟大对接» 等 １２９ 篇优质

国平评论ꎬ 进行精准、 深刻、 生动解析ꎬ 及时

回应网民关切ꎬ 实时引领网上舆论ꎬ 受到了中

央领导同志高度肯定和社会普遍点赞ꎮ
二、 深入组织实施网上理论传播工程ꎬ

理直气壮说清中国道理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网信办共召开网络理论传播

通气会、 意识形态舆情周例会 ４０ 余次ꎬ 推出

２５００ 多篇适应网络传播特点的重头理论作品ꎮ
一是创新开展理论传播ꎮ 制作推出 “理上网

来” 公众号ꎬ 推出 «习大大的眼泪为谁而流»
等作品ꎮ 指导中央新闻网站、 理论网站开设

“理上网来” 专题ꎬ 集纳推出 １３００ 多篇优秀理

论文章ꎬ 访问量达 ７１００ 多万次ꎮ 推出朝阳工作

室 “三严三实” 系列动漫视频ꎬ 累计点击量上

亿次ꎮ 组织新华网制作 « “学习秒答” ｜ 关于

所谓南海仲裁ꎬ 习近平说 “不” 的含义» 融媒

体作品ꎬ ２４ 小时内浏览量近 １０００ 万ꎬ 网上反响

强烈ꎮ 二是推进理论传播阵地建设ꎮ 初步建成以

中央网信办为统筹中枢ꎬ 求是网等 １１ 家理论网

站、 人民网等 １５ 家央网理论频道为主力军ꎬ “学
习小组” 等 ５ 家传统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和观

察者网等 ３ 家民间思想网站为生力军的理论传播

格局ꎬ 理论 “传播矩阵” 初步成型ꎮ
三、 深入推进 “中国梦” 践行者故事

网络传播工程ꎬ 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网信办共发布 “中国梦” 相

关稿件 ９ １７ 万条ꎬ 访问量超过 ２０ 亿次ꎬ 社交

媒体互动转发点赞超 １５ ２８ 亿次ꎮ 一是开展

“中国梦” 系列主题活动ꎮ 与全国总工会联合

开展 “中国梦　 大国工匠篇” 网络媒体走基层

大型主题采访宣传活动ꎬ 指导中青网等网站开

展 “中国梦” 践行者 ２０１６ 年青春励志故事、
“造梦　 创梦　 圆梦” 百部中国梦微电影征集

等系列网络宣传文化活动ꎮ 二是开展 «我是家

乡代言人» 活动ꎮ 指导各地新闻网站、 网易等

媒体开展 «我是家乡代言人» 活动ꎬ 围绕 “家
乡脊梁、 家乡新貌、 家乡往事、 家乡味道” 为

主题ꎬ 以网络直播为主要形式ꎬ 着力打造一批

导向正确、 类型丰富、 影响力强的正能量 “网
红”ꎮ

四、 深入推进网络文艺创作传播工程ꎬ
积极发展壮大网络文艺

中央网信办建立文艺正能量推送机制ꎬ 组

织网站推送优秀网络文艺文章ꎮ 策划推出沙画

作品 «不忘初心　 砥柱中流»ꎬ ２４ 小时点击量

逾 １ ２ 亿次ꎬ 网民点赞量逾千万次ꎬ 覆盖电视

观众超 ８０００ 万名ꎮ 加强 «揣着梦想走四方»
等 ３０ 余首 “中国梦” 主题创作歌曲网上推送ꎬ
以正能量歌曲滋养人心ꎮ 组织 “新春变化
乡愁” 微视频主题征集活动ꎬ 收集作品 １５００
余部ꎬ 点击量达 １３００ 万次ꎮ 召开网络文艺评论

工作座谈会ꎬ 指导网站开设文艺评论专题专

栏ꎬ 加强网络文艺评论工作ꎮ 协同 «网络传

播» 杂志推出 “网络文艺” 专刊ꎬ 组织网络文

艺专家撰写专题文章ꎬ 积极主动发声ꎬ 挖掘典

型事迹ꎮ
五、 坚持依法管网ꎬ 进一步加大网络

生态治理力度
一是专项整治涉少年儿童类有害移动应用

程序ꎮ ２０１６ 年六一儿童节前夕ꎬ 中央网信办组

织专业力量开展少年儿童类应用程序集中整治

专项行动ꎬ 经多轮次巡查国内主要应用商店和

苹果应用商店ꎬ 发现部分涉少年儿童类应用程

序在信息内容、 宣传导向、 传教涉恐等方面存

在较为严重的问题ꎬ 危害少年儿童群体身心健

康ꎬ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ꎮ 中央网信办对 “鲜

肉” “性之助” 等 ６８ 款违法违规应用程序采取

下架处置措施ꎬ 并对 “作业帮” “超级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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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卡漫画” 等市场影响力较大应用程序组织

约谈ꎬ 责令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ꎬ 全面清理违

法和不良信息ꎮ 二是专项督查 «互联网直播服

务管理规定» 落实情况ꎮ 为加强互联网直播管

理ꎬ 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ꎬ 中央网信办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发布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

规定»ꎬ １２ 月 １ 日正式施行后ꎬ 中央网信办会

同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成联合检查

组ꎬ 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检查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ＹＹ、 花椒、 映客、 斗鱼等主要

网络直播平台共封禁违规主播账号 ３ 万多个ꎬ
关闭违规直播间近 ９ 万间ꎬ 删除有害评论弹幕

近 ５０００ 万条ꎮ

特色活动

实施 “争做中国好网民” 工程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 中央网信办召开争做

中国好网民工程部署动员会议并下发 «关于下

发 ‹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方案› 的通知»ꎬ 在

全国网信系统正式启动了争做中国好网民工

程ꎮ 与全国少工委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 “从小

争做中国好网民” 活动的通知»ꎬ 面向广大少

年儿童开展 “从小争做中国好网民” 系列活

动ꎻ 与团中央联合下发通知ꎬ 部署开展 “争做

中国青年好网民”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ꎻ 以职工

群体为重要依靠力量ꎬ 联合全国总工会面向全

国工会系统开展 “网聚职工正能量ꎬ 争做中国

好网民” 主题活动ꎮ 在分领域培育方面ꎬ 以网

络游戏公会为突破口ꎬ 开展 “青叶杯” 网络游

戏公会会长正能量事迹展示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ꎬ 举办以 “提高网络素养

　 争做中国好网民” 为主题的分论坛ꎬ 发布

«推送提升网络素养 　 助力争做中国好网民行

动» 倡议书ꎻ 指导央视网推出 “网络大讲堂”
系列公开课ꎬ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ꎬ 围绕网络信

息真伪辨别、 预防网络诈骗等内容推出 １３ 期节

目ꎬ 进一步提升网民的网络素养水平ꎮ 发挥好

网民互动平台凝聚共识、 动员引导作用ꎬ 围绕

全国两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大活动等重要节

点ꎬ 推出原创文章、 设置微博话题、 开展征集

活动ꎬ 发动和激励广大网民关注和点赞ꎻ 同

时ꎬ 推出各类辟谣文章和防骗宝典ꎬ 及时澄清

事实真相ꎬ 引导正确舆论导向ꎬ 进一步提高网

民分辨、 抵制网络虚假新闻的意识和能力ꎮ 与

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部门新媒体矩阵ꎬ 易班

网、 全国大学生在线等网站联盟合作ꎬ 在

习主席出访及建党 ９５ 周年期间ꎬ 动员共青团系

统、 妇联系统等官方账号、 全国各高校所属

５０００ 余个微信公众号、 １２００ 多家媒体参与讨

论ꎬ 累计话题阅读量近 ３ 亿次ꎬ 其中 ６ 个话题

阅读 量 突 破 １０００ 万 次ꎬ 最 高 话 题 阅 读 量

８２５２ ５ 万次ꎮ 依托中国网信网ꎬ 打造中国好网

民资讯平台ꎬ 及时全面地展示争做中国好网民

工程各项成果ꎬ 不断扩大中国好网民理念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ꎬ 为工程的实施营造良好声势ꎮ
统筹开展 “中国好网民回乡看中国” ———
２０１６ 寻找百名青年观察员行动、 “清明祭英烈

　 好网民在行动” “好网民正青春” “中国好网

民———共话青春正能量” 等系列好网民正能量

活动ꎬ 引导广大网民积极践行中国好网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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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ꎬ 传播好网民正能量声音ꎬ 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ꎬ 相关话题阅读量超 ３ １４ 亿次ꎮ

开展 “网络公益工程”
自 ２０１６ 年起ꎬ 中央网信办将网络公益作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体ꎬ 紧紧围

绕弘扬网上正能量的目标ꎬ 充分动员各地各网

站和广大网民积极参与ꎬ 大力实施 “网络公益

工程”ꎮ 策划推出 “互联网＋公益” 系列访谈和

网络公益直播ꎬ 邀请学界业界专家ꎬ 围绕我国

公益事业发展历程、 «慈善法» 相关内容等主

题进行宣传解读ꎬ 大力传播网络公益理念ꎮ 举

办 “益言益行” 网络公益故事微视频征集展映

活动ꎬ 以适应互联网传播特点的微视频为载

体ꎬ 充分挖掘和传递身边的公益正能量ꎮ 指导

举办第二届 “９９ 公益日”ꎬ 动员国内多家公益

组织、 爱心企业、 广大网民共同参与ꎬ 依托腾

讯公益平台集中推出 ３６４３ 个公益项目ꎬ 吸引网

友 ６７７ 万人次参与ꎬ 募集善款达 ３ ０５ 亿元ꎬ 起

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ꎮ 指导成立网络公益

扶贫联盟ꎬ 组织国内网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聚力公益扶贫ꎮ 举办 “因爱同行２０１６ 网络公

益年度总结发布” 活动ꎬ 梳理基层开展网络公

益的鲜活经验和生动案例ꎬ 评选、 表彰了 “年
度项目” “年度机构” “年度创新” “年度传播

力” 四大类共 １８ 个网络公益年度典型ꎬ 宣传

推介各地各网站在网络公益方面的创新探索ꎬ
积极构建全网公益、 全民公益的生动局面ꎮ

开展 “清朗” 系列专项行动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信、 公安、 文

化、 工商、 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ꎬ 开展了 “清
朗” 系列专项行动ꎬ 深入整治网络顽疾ꎮ 专项

行动期间ꎬ 中央网信办约谈网站近 ５００ 家ꎬ 关

闭违法违规网站 ２０００ 余个ꎬ 查办相关案件 ７ ３
万余件ꎬ 罚没款 ９５２９ 万元ꎬ 抓获涉电信网络诈

骗、 传播 “黄赌毒”、 散布恶性谣言、 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等犯罪嫌疑人 １ ７ 万余名ꎬ 对网络

空间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持续有力震慑ꎮ 有

关网站根据用户协议累计关闭传播淫秽色情、
虚假谣言、 暴力血腥等违法违规账号 １０４ ５ 万

个、 空间和群组 １２９ 万个ꎮ “清朗” 系列专项

行动治理范围覆盖门户网站、 搜索引擎、 网址

导航、 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云盘、 招聘

网站、 旅游出行网站等各平台各环节ꎬ 治理内

容包括各类违法违规文字、 图片、 音视频信

息ꎬ 是对网络空间的一次 “大清理” “大扫

除”ꎮ

(中央网信办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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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各级法院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要求ꎬ 立足法院工作实

际ꎬ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积极推进人民法院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ꎬ 为促进人民法院改革发展、 推

进法治国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一、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ꎬ 进一步筑牢

干警理想信念
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牢固树

立 “四个意识”ꎮ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认

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的通知»ꎬ 对各级法院开展学习教育提

出明确要求ꎮ 举办全国法院基层党组织书记

“两学一做” 示范培训班ꎬ 培训各级法院基层

党组织书记 １６０ 人ꎮ 在全国法院部署开展

“做合格法官” “做合格司法警察” 学习讨论

活动ꎬ 通过开展征文、 演讲比赛ꎬ 举办座谈

会、 研讨会ꎬ 引导党员干警把做 “合格党员”
落实到审判执行工作中ꎮ 编印 «人民法院优

秀党员干警先进事迹选编»ꎬ 收录法院系统 １６
位重要典型的先进事迹ꎬ 发各级法院学习使

用ꎮ 下发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的通知» 等文件ꎬ 指导各级法院拓

展学习教育内容和效果ꎮ 结合纪念建党 ９５ 周

年ꎬ 评选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 １０１ 个、
先进个人 ２０２ 名ꎬ 促进学习教育深入推进ꎮ

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ꎬ 引导干警

坚守法治信仰ꎮ 大力开展向 “时代楷模” 黄志

丽同志学习活动ꎬ 举行黄志丽先进事迹报告

会ꎬ 全国法院干警通过视频会议聆听了报告ꎮ
开展黄志丽审判工作方法研讨征文ꎬ 召开黄志

丽审判工作方法研讨会ꎬ 组织拍摄以黄志丽为

原型的公益电影 «知心法官»ꎬ 并在最高人民

法院机关举行首映式ꎬ 深入宣传黄志丽司法为

民、 公正司法的感人事迹ꎮ 积极表彰宣传法院

系统不同工作岗位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ꎬ 配合

中央政法委将陈海发同志树为全国政法系统重

大典型ꎬ 追授北京昌平法院法官马彩云同志为

全国模范法官ꎬ 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追授

四川法官周卫东、 授予内蒙古法官蒋青春 “全
国模范法官” 荣誉称号ꎮ 扩大法院系统先进典

型的社会影响力ꎬ 黄志丽、 马彩云分别当选

ＣＣＴＶ ２０１６ 年度法治人物和年度致敬英雄ꎮ 通

过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ꎬ 引导广大干

警坚守法治信仰、 维护公平正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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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人民法院文化建设ꎬ 激励干警忠

诚司法事业ꎮ 出台法院系统宪法宣誓组织办

法ꎬ 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带头举行新任法官宣誓

仪式ꎬ 指导全国法院普遍开展宪法宣誓ꎬ 增强

法官职业尊荣感ꎮ 将四川巴中恩阳革命法庭旧

址、 甘肃庆阳马锡五审判方式陈列馆命名为全

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ꎬ 将江西南昌梅汝璈

故居命名为全国法院法治文化教育基地ꎬ 充分

发挥不同历史时期司法机关旧址、 法律名人故

居的教育作用ꎮ 开展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

动、 组织青年骨干到党校和干部学院培训等ꎬ
进一步强化青年干警的理想信念和能力素质ꎮ
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家风建设活动ꎬ 最高人

民法院机关举办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树良

好家风、 助廉洁司法” 征文活动ꎬ 有的法院

开展 “好家风伴我行” 演讲比赛ꎬ 有的法院

设立 “家风” 道德讲堂ꎬ 引导干警培育良好

家风、 坚持廉洁司法ꎮ
二、 发挥法院职能作用ꎬ 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ꎬ
结合法院工作实际ꎬ 积极创新载体形式ꎬ 促进

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

例ꎮ 最高人民法院加强案例指导ꎬ 先后分两批

发布 ２０ 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ꎬ
从家庭美德、 社会公德、 公序良俗、 友善互

助、 诚信经营、 诚信诉讼、 诚实守法等不同角

度ꎬ 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
价值取向、 价值准则ꎮ 组织召开人民法院依法

保护 “狼牙山五壮士” 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

型案例新闻发布会ꎬ 做好维护残疾人权益十大

典型案例评选活动ꎬ 取得良好社会效果ꎮ 围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在人民法院

报开设专栏 «案说情理法»ꎬ 通过个案故

事以案释法、 析案明理ꎬ 传导正确价值取向ꎬ
２０１６ 年发稿 １５０ 余篇ꎮ 与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

合作ꎬ 制作播出 “法官解案” “ ‘和为贵’ 家

事审判” “践行价值观之法官故事” 等系列节

目 ５０ 余期ꎬ 并坚持每天向各大媒体及中宣部推

荐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ꎬ 努力营造以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荣的浓厚氛围ꎮ
以法治教育为重点推动文明校园建设ꎮ 与

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

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ꎬ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司法维权的重要作用ꎬ 强

化人民法院参与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工

作合力ꎮ 与教育部等部门会签 «关于加强青少

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意见»ꎬ 共同做好

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就学就业等帮教基地建

设ꎮ 各地法院普遍开展 “送法进校园” “法律

进学校” 等普法宣传活动ꎬ 结合真实案例ꎬ 生

动形象地讲解如何预防校园暴力侵害、 如何防

抢、 防盗、 防骗、 防拐等内容ꎬ 增强青少年知

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ꎮ
发挥审判职能促进文明家庭建设ꎮ 围绕贯

彻落实 «反家庭暴力法»ꎬ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认真学习、 正确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 的通知»ꎬ 召开人民法院反家

暴试点工作回顾总结暨反家庭暴力法适用座谈

会ꎬ 起草并发布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样式及说

明ꎬ 就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问题作出指

导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底ꎬ 全国法院共计发出

了 ６８０ 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ꎬ 有效遏制家庭暴

力的发生ꎮ 与民政部会签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

“合力监护ꎬ 相伴成长”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的

通知»ꎬ 推动落实家庭监护责任ꎬ 依法遏制和

打击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ꎮ 结合

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侵害后发现难、 起诉难、
审理难、 安置难等实际情况ꎬ 在六一儿童节到

来前夕ꎬ 精选了 １２ 起因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依

法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布ꎬ 强调

国家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ꎮ 出台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

革试点工作的意见»ꎬ 依法妥善审理婚姻家庭、
继承纠纷等家事案件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培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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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ꎮ
三、 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系统ꎬ 推

进社会诚信建设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ꎬ 规定 １１ 类

１００ 多项惩戒措施ꎬ 是文件规格最高、 涉及部

门最多、 覆盖领域最广、 惩戒措施最全的失信

联合惩戒方面的纲领性文件ꎮ 最高人民法院积

极参与文件起草工作ꎬ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

«意见» 落实ꎮ
有力推进联合惩戒措施落地ꎮ 协调国家发

改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

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国家铁路局、 中

国民航局等 ８ 部门联合会签了 «关于在招标投

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

知»ꎬ 在招标投标领域联合限制失信被执行人ꎮ
协调财政部财下发了 «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ꎬ 对失

信被执行人从事政府采购进行限制ꎮ 协调中国

银监会下发了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银行业诚信建设的通知»ꎬ 在机构设立、
高管任职等市场准入工作中和授信审批中对失

信被执行人进行限制ꎮ 协调中国证监会下发了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ꎬ
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证券市场活动采取 １６ 种限

制措施ꎮ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下ꎬ 中央 ４４ 家

单位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

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ꎬ
共推出了 ８ 大类 ５５ 项惩戒措施ꎬ 涉及 ３０ 多个

重点领域ꎬ 有些措施已落地实施ꎮ
不断提高网络执行查控能力ꎮ 最高人民法

院大力推进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设ꎬ 为失信被

执行人惩戒工作提供重要保障ꎮ 进一步扩展网

络查询合作单位ꎬ 可查询信息的单位从最初的

２０ 家银行ꎬ 扩展到了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 公

安部等 １３ 家单位以及 ３４００ 多家银行ꎮ 可查询

的信息种类从最初的银行存款 １ 类信息ꎬ 扩展

到 １４ 类 １６ 项信息ꎬ 包括公安部的车辆信息和

出入境证件信息、 工商总局的企业法人基本登

记信息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信息、 证监会的证券

信息等ꎮ 鉴于不动产信息缺乏全国统一数据ꎬ
与国土部联合下发 «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和网络

执行查询机制建设的意见»ꎬ 支持和督促各地

积极建设不动产 “点对点” 网络查控系统ꎮ 进

一步完善查控功能ꎬ ２０００ 多家银行开通了网络

冻结功能ꎬ 中国工商银行等 ３ 家银行开通了网

络扣划功能ꎻ 网络查封船舶功能已经上线运

行ꎻ 证券冻结功能已经在五地上线试运行ꎮ 实

际运用查控系统的法院由过去的 ３０％扩展到现

在的 １００％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全国 ３５２０ 家法

院利用查控系统共查询案件 ８５６ 万余件、 冻结

６９３ 亿元ꎬ 查询到车辆 １２９８ 万辆、 证券 １２０ 亿

股等ꎮ
加大信用惩戒工作宣传力度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向社会发布 １２ 个涉民生典型案例ꎬ 既有智斗失

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故事ꎬ 也有被执行人诚实守

信、 ７ 年如一日按时还债的正面典型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和 １１ 月两次向社会发布共 １２ 个拒绝执行

判决、 裁定罪典型案例ꎬ 对抗拒执行行为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ꎮ 创建 “中国执行” 微信公众

号ꎬ 权威发布重大执行信息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

底ꎬ 共推出 ７６ 期 ２２０ 则执行资讯ꎮ 开展为期一

年的 “向执行难全面宣战” 大型网络互动直播

活动ꎬ 在全国法院中每月选取一两件执行案

件ꎬ 让全社会公开透明地全程见证和监督法院

的执行工作ꎬ 深化执行公开ꎬ 完善执行监督ꎬ
让失信被执行人无所遁形ꎮ 拍摄一系列涉执行

公益广告ꎬ 推动形成诚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社

会道德风尚ꎮ
四、 充分发挥法院资源优势ꎬ 深入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
创新载体形式开展普法宣传ꎮ 充分发挥典

型案例的教育引导作用ꎬ 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

办 “２０１５ 年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件” 评

选活动ꎬ 与人民日报有关部门共同主办了

“２０１５ 年度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十大印象” 评选

活动ꎮ 与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ꎬ 继续办好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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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 日播电视节目ꎬ 举办 «法治天下» 开

播一周年座谈会ꎮ 该节目全年播出 ２６０ 期ꎬ 荣

获 “２０１５ 年度大中华地区广播电视十大创新民

生栏目” 奖ꎬ 被亚广协 (北京) 媒体传播技术

研究院评为 “２０１６ 年度两岸四地最具创新力栏

目”ꎮ 与 “中国法院手机电视” 协作ꎬ 一年来

共策划活动 ２０ 余场ꎬ 协调采访 ３０ 余次ꎬ 直播

新闻发布会 ２３ 场ꎬ 共上线法治节目 ２０２４ 场ꎮ
建成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ꎬ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正式向社会开放ꎬ 先后举办 “最高人民法院接

受监督工作展” “职务犯罪大要案专题展” 等

专题展览活动ꎬ 组织中东欧、 葡萄牙、 澳大利

亚、 英国及国际法院等司法文化专题展ꎮ 深入

推进法治宣传教育ꎬ 与北京市东城区教委合作

共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ꎬ 招募大学生志愿者ꎬ
积极发挥中国法院博物馆的法治教育作用ꎮ

深化司法公开展示阳光司法ꎮ ９ 月 ２７ 日ꎬ
正式上线运行中国庭审公开网ꎬ 通过互联网直

播案件庭审活动ꎬ 打造人民法院第四大司法公

开平台ꎬ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已覆盖 ３１ 个省 １３００ 余家法

院ꎬ 最高人民法院累计直播庭审案件 ３３０ 件ꎬ
全国法院累计直播庭审案件 ９ 万余件ꎬ 网站累

计访问量超过 １１ 亿人次ꎮ 进一步提高 “公众

开放日” 活动质量ꎬ 将法院形象以生动直观的

形式向公众展示ꎬ 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 第二

巡回法庭设立两年之际ꎬ 举办 “走进二巡感

受司法的温度” 公众开放日活动ꎬ 展示巡回法

庭运行成果ꎮ 推进司法政务公开ꎬ 定期发布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 公报和审判工作白皮书ꎬ 建

立健全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ꎬ 向社会及时全

面准确发布司法信息ꎬ 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意

识和法治观念ꎮ
积极挖掘创作法治影视作品ꎮ 全国各级法

院积极挖掘司法富矿ꎬ 探索艺术创作规律ꎬ 组

织创作了一批弘扬法治精神、 引领社会风尚的

优秀影视作品ꎬ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繁荣发

展ꎮ 创作 ３６ 集电视剧 «小镇大法官»ꎬ 形象展

示了基层法官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生动实

践ꎬ 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取得

成功ꎬ 并在多家视频网站同步播出ꎬ 受到网友

高度关注ꎬ 点击量达数亿次ꎬ 入选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组织评选的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电视剧

选集»ꎮ 拍摄制作 «人民陪审员» 公益广告片ꎬ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ꎬ 取得良好社会效果ꎮ 创作

法治微电影 «一场雾霾引发的官司»ꎬ 在最高

人民法院举行上线仪式ꎬ 并在各大视频网站同

步上线ꎬ 荣获第四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最佳

作品奖”ꎬ 在中宣部主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微电影征集展播活动中荣获二等奖ꎮ 开

展以 “坚定法治信仰、 守望公平正义” 为主题

的全国法院第四届十佳微电影评选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全国法院微电影发布平台正式上线ꎬ
实现全国法院微电影成果的集成与共享ꎮ

特色活动

发布典型案例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２０１６ 年先后分两批精选了 ２０ 起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予以发布ꎬ 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 简明扼要的风格ꎬ 对基本案情、 法

律依据、 判决结果、 弘扬价值作了提炼ꎬ 充分

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价值的重要示范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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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 促进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ꎮ
３ 月 ９ 日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１０ 起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ꎬ 分别从家庭

美德、 社会公德、 公序良俗、 友善互助、 诚信

经营、 诚信诉讼、 诚实守法、 环境公益等不同

角度ꎬ 体现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

值目标、 价值取向、 价值准则ꎮ 比如在周某诉

某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案中ꎬ 原告周某

因社区居民在其楼下调广场舞ꎬ 严重影响生活

安宁ꎬ 向某公安分局报案处理未果后提起行政

诉讼ꎬ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该公安分局对周某的

报案作出行政处理ꎬ 提醒广大群众在强身健体

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权利ꎬ 遵守社会公德ꎻ 在

某船厂诉某船务有限公司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

中ꎬ 原、 被告恶意串通ꎬ 虚构船舶维修的事

实ꎬ 共同伪造有关证据ꎬ 企图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ꎬ 构成虚假诉讼ꎬ 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

请求ꎬ 并对原、 被告各处罚款 ２０ 万元ꎬ 警示诉

讼参与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ꎬ 诚信诉讼ꎮ
８ 月 ２２ 日ꎬ 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布 １０ 起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ꎬ 倡导诚

实守法、 诚信经营、 诚信诉讼、 社会公德、 集

体利益等方面的价值观ꎮ 通过鲜活的案例以司

法裁判的方式旗帜鲜明地告诉社会提倡什么、
保护什么、 制裁什么ꎬ 鼓励遵守核心价值观行

为、 引导社会良好道德风尚ꎮ 比如在丘某某诈

骗案中ꎬ 被告人丘某某自称在文化教育方面认

识有领导ꎬ 能办理教师调动等事项ꎬ 取得了李

某的信任ꎮ 丘某某先后以帮忙李某办理其朋友

谢某报刊亭的事情、 让谢某的嫂子进入河源市

某中学工作、 让王某进入河源市源城区某小学

工作为由ꎬ 先后骗取被害人共计 １９ 万元ꎮ 期

间ꎬ 丘某某为应付李某的不断催促ꎬ 伪造了一

个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交给谢某ꎬ 最终露

出马脚ꎬ 被公安机关抓获ꎮ 人民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丘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ꎬ 并处罚金

５０００ 元ꎬ 告诫社会公众不要轻易相信社会上人

员所谓的 “有关系” “有门路”ꎬ 应该通过正规

的途径去找工作、 办事情ꎬ 树立遇事找法、 办

事依法、 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观念ꎬ 切勿贪走

捷径ꎬ 谨防上当受骗ꎮ
另外ꎬ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的带

动下ꎬ 各地法院也结合审判工作实际ꎬ 不定期

发布地方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

例ꎬ 大力开展新闻宣传ꎬ 积极营造以遵守核心

价值观为荣、 违背核心价值观为耻的浓厚

氛围ꎮ

上线开通 “法信” 平台

服务国家法治建设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立项建设的 “法信———中国法律应用数字网络

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ꎮ “法信” 是中国第一家

法律知识服务和案例大数据服务深度融合的法

律平台ꎬ 通过独有的法律知识导航体系 (法信

大纲) 和领先的裁判剖析与同案智推大数据引

擎ꎬ 对海量法律条文、 案例要旨、 法律观点、
裁判等法律知识资源进行深度加工、 分类聚

合、 串联推送ꎬ 进而为用户提供高效、 精准的

一站式法律解决方案和案例大数据智推服务ꎮ
“法信” 平台顺应大数据时代要求ꎬ 积极运用

互联网思维ꎬ 坚持服务法官办案、 服务人民群

众ꎬ 是人民法院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宣传

的一个新窗口ꎮ
“法信” 平台以囊括穷尽原则把目前通过

公开和版权采购渠道所能获得的所有法律实务

文献ꎬ 包括法律文件、 裁判案例、 图书论著、
学术论文进行全面汇聚ꎬ 建设完成 “案例要

旨、 法律观点、 法律图书、 法律文件、 司法裁

判、 法律期刊” 六大资源库和五十五个子库ꎬ
总文献数达 ２０００ 万篇ꎬ 总字数达 １００ 亿字ꎬ 是

目前中国容量最大的法律应用知识资源库ꎮ
“法信” 平台打造了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体系最全、 覆盖最广的法律知识分类导航体

系———法信大纲ꎮ 该大纲法律分类条目达 １３ 万

条、 覆盖中国七大部门基本法、 细分 １３６４ 个案

由罪名ꎬ 既是目前唯一深度融合中国成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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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法院指导参考案例的法律知识分类地

图ꎬ 也是目前唯一同时串联法条、 案例、 观

点、 论著的法律知识元检索系统ꎮ
“法信” 平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汇聚法

律知识资源和智力成果ꎬ 不仅满足法官在办案

过程中对法律、 案例、 专业知识的精准化需

求ꎬ 促进类案同判ꎬ 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ꎬ 而

且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便捷、 更智能的诉讼服务

和普法服务ꎬ 让司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ꎮ “法
信” 平台采用人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研发的同

案智推大数据引擎ꎬ 实现了面向社会公众的自

然语言找同案功能ꎬ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ꎮ 社会

公众在遇到法律纠纷时ꎬ 只需输入口语化 (非
法言法语) 的案情描述ꎬ 便可一键式查找与自

己所遇纠纷案情高度相似的既往判决ꎬ 匹配同

案ꎬ 比对案情ꎬ 预判纠纷在未来诉讼中的结果

和走向ꎮ
“法信” 平台契合信息社会法治建设的时

代要求ꎬ 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ꎬ
致力于推进司法公开和法治宣传ꎬ 用技术手段

促进法律规则的推送与普及ꎬ 以公开、 透明、
便捷的方式提高全社会对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

的认识ꎬ 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ꎮ

小故事阐释大道理　 小人物演出大情怀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反映法治中国建设在

基层农村具体实践的重点剧目———３６ 集电视连

续剧 «小镇大法官» 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

间首播ꎮ 该剧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联合中

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单位出品ꎬ
历经一年时间拍摄完成ꎮ 在央视首播期间ꎬ 多

日获得同档电视剧收视冠军ꎬ 同步在腾讯、 爱

奇艺、 搜狐、 乐视等多家视频网站播出ꎬ 总点

击达数亿次ꎬ 并且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三套、 八

套、 十二套等频道重播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ꎬ 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评选的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电视剧选集»ꎮ
电视剧 «小镇大法官» 坚持 “以人民为中

心” 的创作导向ꎬ 将创作视角对准最基层的人

民法庭ꎮ 全剧以一个基层人民法庭为背景ꎬ 通

过讲述一个个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民事案件的

审理过程ꎬ 潜移默化地宣传贯彻中央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ꎬ 以幽默风趣喜剧形式表

达严肃庄重法治主题ꎬ 形象展示了人民法官司

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生动实践ꎬ 生动反映了人

民法院为实现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目标作出的努力ꎬ
艺术化展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进步历程ꎮ 该剧

契合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ꎬ 对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联合召开 “电视剧 «小镇大法官» 研讨会”ꎬ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召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全

国政协委员 “观看 «小镇大法官» 座谈会”
“基层法庭庭长观看 «小镇大法官» 座谈会”ꎮ
各方面专家、 代表充分肯定创作者 “扎根人

民、 深入生活” 的创作态度ꎬ 高度评价了这部

电视剧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ꎬ 认为该剧是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的精品ꎬ 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现实主义力作ꎮ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法制

日报、 中国艺术报、 文艺报等主流媒体都刊发

了文艺评论家的评论文章ꎮ 网友还整理了 «小
镇大法官» 精彩台词通过新媒体广泛传播ꎮ

从播出效果看ꎬ «小镇大法官» 的创作目

的基本实现ꎬ 较好地达到了艺术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编

辑的 «好剧选介» 第 ９ 期对 «小镇大法官» 进

行了专门推介ꎬ 推介理由充分体现了此剧的主

旨ꎬ 认为 “该剧以轻松幽默的笔触ꎬ 在浓浓的

乡情与亲情中展现当代农村基层法官的精神世

界和生活情态ꎮ 在强烈的反差对比、 诙谐幽默

的叙事中ꎬ 达到了普法宣传的效果ꎬ 弘扬了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ꎮ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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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
改革委

概况综述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论新思想新

战略
坚持带着问题学、 联系实际学、 系统深入

学、 积极跟进学ꎬ 坚持学而信、 学而思、 学而

行ꎬ 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

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ꎬ 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

识、 看齐意识ꎬ 使之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ꎬ 成

为思想自觉、 党性观念、 纪律要求和实际行

动ꎮ 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宣传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和取

得的成绩ꎬ 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ꎬ 为十九大胜利召开提供良好的思想和组

织保障ꎮ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融入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ꎬ 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ꎬ 引

导党员干部在践行 “四讲四有”、 做合格党员

的同时ꎬ 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宣传

者、 主动倡导者、 自觉践行者ꎮ
二、 将文化领域 “十三五” 期间的重

点工作纳入 “十三五” 相关规划
结合国家 “十三五” 规划 «纲要» 的编制

工作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中宣部、 文化部、 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ꎬ 将文化领域 “十三五” 期间的重点工作

纳入 “十三五” 规划 «纲要»ꎬ 并提出重大

工程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文化部、 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等部门研究编制 « “十三五” 时期

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ꎬ 紧紧围绕国

家 “十三五” 规划 «纲要» 明确的重大工程

项目ꎬ 针对文化旅游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ꎬ
优化投资结构ꎬ 在公共文化领域重点保基

本ꎬ 着力解决广播电视覆盖、 民文出版等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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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出问题ꎬ 在遗产保护领域突出在有效保护的

基础上补齐合理利用这一短板ꎬ 切实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ꎬ 促进珍贵遗产

资源保护传承ꎬ 充分发挥文化旅游在开展公

民教育、 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ꎬ 以及

带动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贫困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ꎮ
三、 组织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专

项规划和重大项目
２０１６ 年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积

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ꎬ 安排中央预算

内投资约 ２３ 亿元ꎬ 使地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得

到进一步改善ꎮ 扎实推进故宫北院区、 故宫博

物院地库改造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南海基地等国家重大文化设施项目审批

程序ꎮ
四、 推动红色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旅游的

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ꎬ 持续推进红色旅游健

康发展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宣部、 中央党

史研究室、 中央文献研究室、 财政部、 民政

部、 教育部、 国家旅游局ꎬ 研究编制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ꎬ 并已由

中办、 国办印发ꎻ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相关部门正式公布增补修订后共 ３００
处的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ꎮ ２０１６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９ 亿元ꎬ
支持了 ５０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基础设施和 ５８
个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ꎬ 提升景区的保护性基础设施条件和旅游接

待能力ꎮ
五、 加强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合理

利用
为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民

族和地域文化特色延续、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保护ꎬ 在进一步加强保护的基础上ꎬ 引导地

方加强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ꎬ ２０１６ 年国家发展

改革委安排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

专项投资 １６ 亿元ꎬ 支持了 ２２５ 个遗产保护设施

项目建设ꎬ 有效改善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各类国家珍贵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利用设施状况ꎮ
六、 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采取各项举措ꎬ 推

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ꎮ 一是将文化旅游项目

纳入旅游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支持范畴ꎬ
并牵头组织研究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

力的政策举措ꎬ 其中就包含了文化产业ꎮ 二

是继续督促推进 «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贯彻落实工作ꎬ 配合文化部、 文物局等部

门ꎬ 推动 «关于支持促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 出台ꎬ 鼓励国有

文化文物单位利用已有资源开展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试点ꎮ 三是推进青岛万达影视投资有

限公司、 西海岸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文化

企业走出去ꎬ 批准了一批文化、 旅游企业专

项债ꎮ 四是配合中宣部、 文化部、 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 文物局等部门ꎬ 参与 «关于支持

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关于支持

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政策文件的研

究起草工作ꎬ 以及 «电影产业促进法» «文化

产业促进法» 的立法工作ꎮ
七、 积极参与重要文件的研究出台

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配合中宣部等相关部门ꎬ

积极推进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ꎬ 推动 «关

于深化文化企业分类改革的意见» «关于进一

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

导意见» « “十三五” 国家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 «国有文化企业进一步健全法人治理结

构的若干规定 (试行) » «关于加强文化领域

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 «图书出版单位、
国有演艺企业和国有影视企业社会效益评价

考核试点办法» «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 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改革

文件出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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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开展机关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
持续办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群团工作品牌活

动ꎬ 包括春季健身月、 金秋文化月、 关爱女性

周、 青年活动周 “两月两周” 活动ꎬ 以及青年

读书论坛、 主题青年调研、 青年志愿服务、 家

庭助廉等活动ꎮ 积极做好在全国发改系统创建

“青年文明号” 工作ꎬ 引导和促进全系统青年

干部积极向上、 向善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务服

务大厅被评为第一批 “青年文明号” 单位ꎮ 积

极参加全国巾帼文明创建活动ꎬ 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档案处荣获 “全国巾帼文明岗” 称

号ꎮ 切实维护好职工权益ꎬ 认真研究解决干部

职工工作和生活中最关心、 最现实、 最忧虑的

实际困难ꎬ 扎实开展走访慰问 “送温暖” 活

动ꎬ 推动和谐机关建设ꎮ
集中开展 “以案释纪明纪ꎬ 严守纪律规

矩” 主题警示教育及谈话提醒活动ꎬ 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ꎬ 以案释纪、 以案明纪、 以案正

纪ꎮ 坚持领导干部以上率下ꎬ 带头廉洁自律ꎬ
注重树立良好家风ꎬ 从严管理好亲属子女和身

边工作人员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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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

教育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教育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ꎬ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按照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紧紧

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切实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认真落实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１６ 年工作安排» 重点工作部署ꎬ 扎实

推进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ꎮ
一、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ꎮ 举办学习贯

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会ꎬ 对各地各

校全面开展学习贯彻宣传活动提出明确要求ꎮ
二是召开党组扩大会ꎬ 学习贯彻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等会议

精神ꎮ 印发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高校开展学

习宣传贯彻 ２０１６ 年 ‹政府工作报告› 精神的

通知»ꎬ 与国务院研究室共同组织编写 «十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问

答 ２０１６ (大学生读本) »ꎮ 三是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教育系

统的重大政治任务ꎮ 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多

次主持召开党组会ꎬ 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部署安排ꎮ 以教育部党

组名义印发通知ꎬ 部署教育系统深入学习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 七一讲话精神、 纪念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讲话精神、 六中全会精神ꎮ 四是指导教育系统

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ꎮ 印发 «教育

部直属机关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实施

方案»ꎬ 召开部分直属高校学习教育座谈会ꎬ
组织 １４ 个批次近 ５０ 人次赴 ３１ 所高校进行实地

督导ꎮ 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开通大学生网络

党校ꎬ 与中组部联合举办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

示范培训班ꎬ 组织开展 ２ 万名大学生党员和 ２
万名教师党支部书记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网

络培训示范班ꎬ 在 ６ 个省市开展优秀党课巡回

宣讲ꎮ 在中国大学生在线开展 “两学一做” 支

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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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风采展示活动ꎬ ４００ 所高校的 １０００ 个支部参

加展示ꎮ 在 «中国教育报» 刊发高校党委书记

党课摘编ꎬ 编发部分直属高校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座谈会交流发言ꎮ 五是举办以学习宣传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为主

题的专题研讨培训班、 “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加

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专题研讨会、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 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座谈会ꎬ 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

教育分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暨第三届思想政

治教育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ꎮ 六是组织编写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

述»ꎬ 录制网络视频课程ꎮ 委托专家开展将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全过程专项课题研究ꎮ 七是印发 «２０１６ 年

部党组中心组及司局级以上干部集体学习方

案»ꎬ 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等重

点理论读物ꎮ 八是指导驻外使 (领) 馆教育处

(组) 向广大留学人员积极宣传和介绍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ꎮ
二、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宣传教育
一是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

体系、 制度阐释力度ꎬ 会同中宣部等举办 “展
望 ‘十三五’ ” “王家元先进事迹” 系列报告

会和 “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

团首场报告会”ꎬ 先后组织在京高校 ７５００ 余名

学生聆听报告 ２３ 场ꎮ 二是印发 «教育部党组

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

见»ꎬ 提出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永恒主题ꎬ 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ꎮ 指导

开展以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

年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ꎮ 组

织开展话剧 «雨花台» 高校巡演 ２００ 余场ꎬ 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 团员青年、 大中小学生观看

影片 «湄公河行动»、 文献纪录片 «长征» 等

爱国主义题材影像作品ꎮ 按照 “全覆盖、 制度

化、 重实效” 的要求ꎬ 会同中国科协开展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ꎮ 三是充分发挥

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与中央电视台联合

主办 “２０１６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和 “２０１６ 寻

找最美教师” 活动ꎬ 指导开展 “第十一届中国

大学生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ꎬ 在人民日报、 光

明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专题报道ꎬ 联合中央媒

体推选出 ２０１６ 年度十大教书育人楷模ꎬ 更好地

用中国梦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ꎮ 四是开展

学科建设和工作研究ꎮ 推进实施 «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工作»ꎮ 指导编

写出版 «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年度质量发

展研究报告 (２０１５) »ꎬ 并荣获教育部 «中国

教育报告发展与质量» 项目二等奖ꎮ 编写出

版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ꎮ
组织专家开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

务项目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结项评审工作ꎬ
共批准 １４１ 项课题结项ꎮ 指导开展 ２０１６ 年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优秀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

作ꎮ 推动各地各高校建立思政课专职教师任职

资格制度ꎬ 推行思政课特聘教授制度ꎬ 组织全

国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研修ꎮ 五是会同中组

部、 中宣部联合制定 «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宣

讲要点»ꎬ 落实高校党委书记、 校长和院 (系)
党组织书记、 院长 (系主任) 每学期至少为学

生讲一次思政课ꎮ 组织实施高校思政课教学方

法改革项目 “择优推广计划”ꎬ 深入实施高校

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

项目ꎬ 研制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ꎮ
三、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践行
一是围绕教育 “十三五” 规划编制工作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 社会

实践、 文化育人、 制度建设ꎮ 二是深入推动

«教育系统贯彻落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的工作方案» 等文件贯

彻落实ꎮ 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ꎬ 宣传报

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好经验好做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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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ꎬ 征集汇编 «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创新案例选编»ꎮ 三是会同中宣部 «时
事报告» 杂志社及有关部门研制 «２０１６ 年高校

“形势与政策” 教育教学要点»ꎮ 四是举办首届

全国学生 “学宪法讲宪法” 活动ꎬ 会同中国法

学会共同组织 “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ꎬ 会

同中央文明办、 光明日报社召开 “宿舍文明建

设座谈会”ꎮ 五是精心组织以 “甘守三尺讲台、
争做四有老师” 为主题的第 ３２ 个教师节宣传

教育活动ꎬ 印发 «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的通

知»ꎮ 六是落实完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ꎬ 指导

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开展各项工作ꎮ 组织召

开全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推进会ꎬ 刘延东

副总理出席会议并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及乡村

学校从教 ３０ 年教师代表颁奖ꎮ 在全国 １１ 个省

(区、 市) 开展以 “播种希望与未来” 为主题

的优秀乡村特岗教师巡回报告活动ꎬ 为在校生

上了新学期师德教育第一课ꎮ 集中开展对全国

教育系统 ３０ 个师德建设优秀案例宣传推广ꎬ 组

织开展李保国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ꎬ 大力宣传

清华大学 “炭火教授” 赵家和、 浙江大学汪自

强等先进事迹ꎮ 健全师德惩处机制ꎬ 制定 «高
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ꎬ 以教

育部令颁布ꎬ 为有效预防和严肃查处高等学校

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提供制度依据ꎮ 印发 «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

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自查工作的通知»ꎬ
对 ６ 个省份开展专项督查ꎬ 严格执行师德一票

否决制ꎮ 七是开展系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动ꎬ 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第二届 “中国

诗词大会”ꎬ 开展了以 “阅读传统经典 　 品味

书香生活” 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系列活动ꎬ 发布 “中华经典资源库” 二、 三期

成果ꎻ 举办了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ꎻ
举办了第五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暨廉

洁教育系列活动ꎻ 成功开展了 “走进大师、 感

受经典、 陶冶情操、 提高修养” 为主题的 ２０１６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ꎮ 成功举办第十三届全

国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ꎮ
四、 全面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
一是筹备并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ꎬ 深入开展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和宣传阐

释ꎮ 先后召开教育部党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战线、 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战线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座谈会ꎮ 教育部党组成员分赴各地各

高校调研座谈ꎬ 专题研讨推动会议精神学习贯

彻工作ꎮ 印发 «教育部党组关于贯彻落实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ꎮ 与人民

日报、 新华社、 光明日报、 中央电视台建立专

题协作机制ꎬ 广泛宣传各地各高校的有效做法

和创新举措ꎮ 二是推进文化育人ꎮ 会同中央文

明办研究制定 «高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ꎬ 研

制文明校园测评工作手册ꎬ 征集推选第九届高

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ꎬ 会同中宣部、 国家

体育总局开展 “中国女排校园行” 活动ꎬ 会同

中宣部召开 “戍边卫士魏德友先进事迹” 座谈

会ꎬ 会同国资委举办 “国企精神进高校” 巡回

报告会ꎬ 组织开展第三届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系列活动ꎮ 三是推进网络育人ꎮ 不断深化

“一体两翼” 的网络阵地建设新格局ꎬ １３ 个省

(区市) 和 ２０ 所部属高校加入易班全国共建计

划ꎬ 共建高校成员单位达 ２８２ 所ꎬ 中国大学生

在线共建单位达到 ５３８ 个ꎬ 会同中央网信办指

导举办第二届全国高校 “校园好声音” 大赛ꎬ
召开 “网络文明进校园暨高校网络文化建设推

进会”ꎮ 会同中央网信办共同筹建全国网络文

化研究评价中心ꎮ 会同中央网信办、 中纪委、
中宣部等 １２ 家部委开展全国网评队伍建设专项

督查工作ꎮ 举办高校网络文化传播专题研讨

班、 网络素养教育研讨班、 高校网络舆情工作

专题研讨会ꎮ 开展校园网贷专项治理工作ꎬ 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 «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

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 «关于

进一步加强校园网贷整治工作的通知»ꎬ 指导

全国各地各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 ５０００ 多

场ꎬ 发文发帖 １０ 多万篇ꎮ 指导开展网络安全线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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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竞赛和线下答题活动ꎬ 参与学校 １ ７ 万所ꎬ
直接受教育学生 ６００ 多万名ꎮ 四是推进实践育

人ꎮ 会同国资委、 人社部培育建设第二批 ５２ 家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ꎮ 召开全国

高校实践育人暨创新创业现场推进会ꎮ 推动

«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贯彻落实ꎬ 将

志愿服务情况纳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ꎮ
会同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联合开

展 ２０１６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

卫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及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ꎮ 五是推进心理育人ꎮ 推广使用自

主研制的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ꎬ
开发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ꎬ 首批

４０ 所高校参加试点测试ꎬ 参与学生总数 ７９５９５
人ꎮ 坚持和完善全国高校学生自杀月报告制度ꎮ
启动编制 «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ꎮ 举办 ２０１６ 年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专题培训班ꎮ 指导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月、
心理博览会等主题活动ꎮ 组织专家赴 １０ 个省

(区市)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督

查ꎮ 培育建设第三批 １７ 个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示范中心ꎮ 六是加强队伍建设ꎮ 修订完

善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教育

部第 ２４ 号令)ꎮ 继续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中青

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ꎬ 新增 “支持计划” 和

“培育计划” 各 １０ 名ꎮ 继续通过招标方式遴选

承担全国高校辅导员示范培训项目ꎬ 全年举办

３４ 期全国高校辅导员骨干示范培训班ꎬ 共计培

训辅导员骨干 ２０００ 余名ꎮ 继续实施 “高校辅导

员访问学者计划”ꎬ 选送 ２９ 名辅导员骨干赴研修

基地和高校进行访学研修ꎬ 选派 ８０ 名优秀学生

工作干部分别赴英国里丁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访学研修ꎮ 继续组织开展高校辅导员在职

攻读博士生工作ꎮ 分别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共建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中心和

高校辅导员网络学院ꎬ 启动辅导员网络培训核

心课程体系建设ꎬ 规划 １８ 门核心课程ꎬ 遴选 ８
所高校建设高校辅导员发展研究中心ꎮ 指导举

办第五届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 第八

届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活动ꎮ
五、 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一是推进民族团结教育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ꎬ 在民族地区和内地民族班学校坚持开

展 “民族团结教育月” “民族团结教育周” 和

各民族学生 “心连心　 手拉手” “千校手拉手”
等主题教育活动ꎮ 二是指导落实 «教育部关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 和 «中小学生守则

(２０１５ 年修订) »ꎮ 会同共青团中央印发 «中
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 和 «关于加强中学生

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召开中学共青团

改革电视电话会议ꎮ 联合中央电视台制作以

“先辈的旗帜” 为主题的 «开学第一课» 节目ꎬ
弘扬长征精神ꎮ 召开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座谈

会ꎬ 开展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主题教

育ꎬ 开展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之 “歌唱

祖国” 活动ꎮ 三是落实 «全面依法治教实施纲

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实施 «青少年法治教

育大纲»ꎮ 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ꎬ
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支持体系和评价机制ꎮ
四是印发 «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中小学节粮教

育和管理工作的通知»ꎬ 联合中央电视台制作

«勤俭节约 　 中华美德» 公益宣传片ꎬ 会同有

关部门印发 «全民节水行动计划»ꎬ 推动各地

开展中小学节水教育ꎮ 五是大力普及校园足

球ꎬ 培育健康足球文化ꎮ 组织开展第二批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校园足球试点县

(区) 和改革试验区的遴选认定工作ꎬ 完成了

４７５４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 ３１ 个

校园足球试点县 (区) 的认定工作ꎮ 以纪念红

军胜利 ８０ 周年为契机ꎬ 组织开展 “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新长征” 大型宣传推广活动ꎬ 活动

覆盖 ３１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ꎮ 与德国足

协签署了 «关于中国大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合

作谅解备忘录»ꎬ 深入推进中德青少年足球领

域的交流合作ꎮ 依托 ２０１５ 年夏令营拍摄的

«中国少年足球战队» 纪录片获首届意大利中

国电影节纪录片大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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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

特色活动

“网络文明进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
为了倡导真善美、 抵制假丑恶、 传播正能

量、 弘扬主旋律ꎬ 营造向上向善的校园网络文

明氛围日益浓厚ꎬ 教育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共同

开展了网络文明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ꎬ 包括

“百校千场网络文明主题校园巡礼” 和 “网络

文明　 你我同行” 主题辩论邀请赛以及 “全国

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

作品推选展示” 等内容ꎮ 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

来ꎬ 以 “网络文明进校园” “高校网络文明教

育” 为主题的新闻达 ２２００ 多篇ꎬ 新增相关网

络搜索 ３８０ 万个ꎬ 覆盖到了全国各省 (区、
市) 和多数高校ꎮ 以 “传播网络正能量、 争做

校园好网民” 为主题ꎬ 通过征集展示优秀微电

影、 动漫、 摄影、 网文、 公益广告、 校园歌曲

等作品ꎬ 开展优秀网络文章、 优秀 “微作品”、
优秀工作案例等推选活动ꎬ 引导广大师生积极

参与网络文化建设ꎬ 唱响网上好声音ꎬ 传递网

上正能量ꎬ 提升网络文明素养ꎬ 近 ５００ 家媒体

报道宣传ꎬ 近 ５０ 万名师生创作了 ３０ 余万件网

络文化作品ꎬ １００ 余所高校举办了 １０００ 余场讲

座报告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会同中央网信办指导举办第

二届全国高校 “校园好声音” 大赛ꎬ ３２ 个省市

的 ５１７ 所高校学生参加ꎬ 累计收到音乐作品

２０５９４ 首ꎬ 其中原创歌曲 ４１５ 首ꎬ 参与投票 ７７０
万人次ꎬ 微博微信传播 ４ ５ 亿次ꎬ 总决赛优酷

网络直播收视累计超过 ６００ 万ꎮ

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

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为推动高校廉政文化建设

和廉洁教育工作ꎬ 发挥文化引领作用ꎬ 弘扬廉

洁价值理念ꎬ 中纪委驻部纪检组与教育部思政

司连续五年联合主办了五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

作品征集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ꎮ 五届活动共有

近百万人次参与ꎬ 共上报作品近五万件ꎮ 活动

结合廉洁教育要求ꎬ 凸显高校特点设置主题ꎬ
近四届主题分别为 “中国梦廉洁情” “崇德

向善廉洁笃实” “遵法崇廉明德” “守规

矩倡廉洁扬正气”ꎬ 力争贴近师生、 贴近

高校实际ꎮ 作品征集分表演艺术类、 书画摄影

类、 艺术设计类、 网络新媒体类 ４ 个大类ꎬ 各

类作品按一定比例推选出精品作品、 优秀作品

和入围作品ꎬ 网下在高校巡展ꎬ 网上在中国大

学生在线展示ꎮ 各类作品主题正面鲜明ꎬ 内容

生动鲜活ꎬ 形式喜闻乐见ꎬ 各地各高校师生创

作的高质量作品俯拾皆是ꎬ 不胜枚举ꎬ 师生群

众踊跃观看ꎬ 反响强烈ꎬ 真正实现了廉洁教育

的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活动开展期

间ꎬ 共有 １１０８ 所参加高校共报送作品 １ ７ 万余

件ꎮ “廉政知识问答” 活动共有 １１２４ 所高校超

过 ２５ 万人参与答题ꎮ 广大师生积极参与ꎬ 活动

品牌效应凸显ꎮ

“大学悦读阅读大学” 系列活动
指导举办以 “悦读成长创新” 为主题

的第三届 “ ‘大学悦读阅读大学’ ———中国

高校出版社精品图书巡展” 活动ꎬ 旨在积极引

导青年学生多读书、 读好书ꎬ 提升学生人文素

养和阅读品位ꎬ 促进高校出版社优秀图书走进

公众阅读视野ꎬ 不断扩大精品图书影响力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大学悦读” 活动有 ５０ 家高校出版社

参与ꎬ 捐赠图书 ７５９９ 册ꎬ 在中国人民大学、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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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 “书香校

园———中国高校出版社精品图书漂流” 活动ꎬ
建设 “ ‘大学悦读阅读大学’ ———中国高校

出版社精品图书专区”ꎬ 组织图书漂流座谈会

和图书专区读书校园讲座ꎮ 同时ꎬ 在中国大学

生在线建设 “ ‘大学悦读阅读大学’ ———阅

读频道”ꎬ 搭建大学生阅读爱好者的学习交流

平台ꎮ 相关活动在 «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
«中国新闻出版报»、 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传统媒

体和新华网、 光明网、 中国大学生在线平台、
联盟所属高校门户网站、 活动官方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上进行了宣传报道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ꎮ

首届全国学生 “学宪法　 讲宪法” 活动
广泛动员全国大中小学生学习宪法ꎬ 指导

各地组织大中小学校以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学习

宣传教育活动ꎬ 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开

辟网上宪法学习栏目ꎬ 印发 “学宪法 　 讲宪

法” 宣传挂图等资料ꎬ 活动期间共有 １５００ 万

人次登录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在线学习宪

法知识ꎮ 各大中小学分别以课堂为主渠道教授

宪法基本内容和理念ꎬ 通过专家讲座、 法治征

文等活动ꎬ 借助传统媒体和互联网、 手机等新

媒介ꎬ 把情感、 时尚、 艺术元素引入宪法普及

教育之中ꎮ 精心组织宪法演讲活动ꎬ 来自各省

区市、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 “海选” 渠道的优胜

者共 １３６ 名选手ꎬ 参加了 “学宪法 　 讲宪法”
演讲比赛全国总决赛ꎮ 共评选出各组别冠军、
亚军、 季军各 １ 名ꎬ 及其他奖项 １３９ 项ꎮ 面向

全国展示宪法学习演讲活动成果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ꎬ 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暨教育系统宪法

学习日来临之际ꎬ 教育部借助网络平台ꎬ 举办

了全国学校参与的国家宪法日暨教育系统宪法

学习日现场活动ꎮ “学宪法　 讲宪法” 演讲比

赛各组冠军选手和香港特邀选手ꎬ 向全国师生

做了宪法演讲展示ꎮ 现场还由师生演唱了专门

创作的歌曲 «宪法伴我们成长»ꎮ 除北京主会

场外ꎬ 各省区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共设立 ３７
个分会场ꎬ 包括农村边远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

在内的全国教育系统 １３ 万多所学校、 ５０００ 多

万名师生ꎬ 通过网络同步参与了活动ꎮ

“千校手拉手” 活动
２０１６ 年指导援疆省市学校与新疆中小学开

展 “千校手拉手” 活动ꎬ 促进各民族师生交往

交流交融ꎬ 结对学校达 ２０００ 余所ꎮ 援疆省市与

受援地学校之间建立 “一对一” “多对一” 或

“一对多” 的友好学校 (班级) 关系ꎮ 加强学

校间的教育教学交流ꎬ 开展教师间互帮互学教

学教研活动ꎬ 组织友好学校 (班级) 开展夏令

营以及互相考察学习活动等ꎻ 援疆省市与受援

地学生之间广泛开展 “一对一” 结对子、 写书

信、 发微博等活动ꎬ 促进学生共同学习、 共同

生活、 共同成长ꎻ 鼓励援疆省市与受援地学生

家庭之间组织联谊ꎬ 加强交流交往ꎬ 增进感

情、 促进了解ꎬ 开展家庭之间的相互帮扶ꎮ 推

进民族团结教育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ꎬ 指

导各地积极开设符合当地特色的民族团结教育

地方课程ꎬ 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

祖国观、 民族观、 宗教观和 “五个认同” “三
个离不开” 的思想意识ꎬ 使民族大团结思想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ꎮ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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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系统

民委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国家民委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

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精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ꎬ 以增强 “四个意识” 为总要

求ꎬ 以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为契

机ꎬ 以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为总抓手ꎬ 持续推进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ꎬ 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ꎬ 为实现 “中华民族一家亲ꎬ 同心共筑中国

梦” 作出了积极努力ꎮ
一、 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ꎬ 切实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统一思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ꎬ 国家民委组织召开 “学

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ꎮ 委党组成员、 专职委员ꎬ 委机关

全体党员ꎬ 在京委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了现场会ꎬ 委属各单位处级以上干部通过视

频参加本次会议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重要指示精神ꎬ
印发了 «国家民委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

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实施方案»ꎬ 就

国家民委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作出全面

系统部署ꎬ 突出以上率下、 突出理论武装、 突

出正常教育、 突出问题导向ꎬ 促进学习教育实

现常态化制度化ꎬ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ꎮ 国家民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

为委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讲党课ꎬ 并对国家民委

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

进党支部进行表彰ꎮ 七一前后其他党组成员先

后到所在支部或分管部门讲党课ꎬ 各党支部认

真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３０ 日ꎬ 举办 “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学

习研讨班ꎮ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分别就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解读 “五大发展理念”、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学习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 等作专题辅导ꎮ 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在开

班式上作动员讲话ꎮ 委党组成员、 专职委员ꎬ
委直属机关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ꎬ 各部门、 各

单位党群组织负责同志参加学习ꎮ ９ 名党组织

负责同志进行大会交流ꎬ 对进一步加强党的建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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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全面推进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一些重点问

题ꎬ 取得了广泛共识ꎮ
坚持 “学” “做” 结合ꎬ 积极推动学习方

式方法创新ꎮ 编印 «民委干部必备常识摘编»
等学习资料ꎬ 处以上干部人手一册ꎬ 推动中央

精神入脑入心ꎮ 协调组织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等重

要读物、 政策文件民族文字版的出版发行ꎬ 把

中央最新精神及时送到少数民族群众手上ꎮ 精

心打造优秀学习品牌ꎬ “民族文化大讲堂” 被

评为中央国家机关 “十大学习品牌”ꎮ 利用

“互联网 ＋” 党建平台ꎬ 打造 “指尖上的课

堂”ꎬ 突出抓好 “支部工作” ＡＰＰ 的推广运用ꎬ
实现党员、 党组织全覆盖ꎮ 坚持 “四讲四有”ꎬ
践行 “三个特别” 民族工作好干部标准ꎬ 督促

每一名党员干部努力做到政治合格、 纪律合

格、 品德合格、 发挥作用合格ꎬ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特别是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更

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权威ꎬ 更加自觉地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

实践、 推动民族工作ꎮ
二、 切实把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重大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ꎬ 不断巩固和发展

各民族大团结
加大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力度ꎮ 针对部分

少数民族群众姓名采集问题ꎬ 联合公安部、 工

信部等 １２ 个部门下发通知ꎬ 就规范信息系统中

少数民族姓名间隔符 “” 的使用标准等提出

明确要求ꎬ 得到社会各界的点赞ꎮ 制定实施全

国民委系统 “七五” 普法规划ꎬ 进一步提高全

国民委系统依法管理民族事务能力ꎮ 研究起草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见»ꎬ
针对民族法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提出了政策

措施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２５ 日ꎬ 与最高人民法

院、 甘肃省共同举办 “民族法治文化与司法实

践” 研讨会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１ 日ꎬ 在云南

昆明召开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 ２０１６ 年年

会暨学术研讨会ꎬ 围绕 “ ‘五大发展理念’ 背

景下的民族事务依法治理” 进行研讨ꎬ 进一步

加大民族法制宣传和研究的力度ꎮ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印发 «关于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示范州 (地、 市、 盟) 试点考核验收

工作的通知»ꎬ 全面启动对湖北恩施等 １０ 个示

范州 (市、 盟) 试点的考核验收工作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首批试点考核验收和命名工作已

全部完成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举办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进高校经验交流活动ꎬ 总结交流高

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经验做法ꎬ 研究部

署高校特别是民族院校下一阶段创建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１１ 月 ３ 日ꎬ 举办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理论与实践创新暨武陵山片区示

范区创建研讨活动ꎬ 研讨创建理论研究的最新

成果ꎬ 交流示范区创建的经验做法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国家民委命名第四批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１８７ 个、 第五批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６０ 个ꎬ 进一步推动了创建活

动的广泛深入开展ꎮ 积极探索在城市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新载

体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７ 月ꎬ 开设面向新疆来京务工

少数民族群众的语言文化政策学习班ꎬ 提升了

新疆来京务工人员知法、 守法意识和汉语能

力ꎬ 为进一步做好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工作积累了经验ꎮ 启动双语和谐乡村

(社区) 试点工作ꎬ 以遴选方式ꎬ 在全国确定

了 ７ 个基层单位ꎬ 引导民族地区群众以语言相

通促进心灵相通ꎬ 并全部通过验收ꎬ 创造了一

些鲜活的经验ꎮ 将创建单列成章ꎬ 纳入 « “十
三五” 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

划»ꎬ 确定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 ４ 项

主要任务和创建保障行动等 ３ 项重点工程ꎮ
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ꎮ 扎实开展以

增进 “五个认同” 为抓手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活动ꎬ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夯实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ꎬ 为实现 “中华民

族一家亲ꎬ 同心共筑中国梦” 凝聚共识、 凝聚

力量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 “爱我祖国 　 兴我中

华” 民族院校大学生演讲比赛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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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 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总决赛ꎬ １７ 所民族院

校的参赛选手围绕 “回望历史ꎬ 筑梦中国” 这

一主题ꎬ 以优美的语言ꎬ 真挚的情感ꎬ 表达了

对革命先烈们的崇敬之情、 对祖国美好未来的

深深祝福ꎬ 展示了民族院校大学生的青春风

采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 “中华大家园” 全国关

爱各族少年儿童夏令营在北京开营ꎬ 全国 ２５ 个

贫困县的 ３００ 名受助学生代表和 ３００ 名手拉手

学生代表进京参加主营活动ꎬ 同时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四川、 青海等 ２５ 个省区市开设分

营ꎬ 共有 ５０ 多个民族成分的 ２５００ 多名少年儿

童参加ꎬ 共同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ꎮ 加强双

语干部人才培养工作ꎬ 出台推进民族地区干部

双语学习的意见ꎬ 从培养对象、 考核标准、 激

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要求ꎮ 牵头制定出台关于

推进民族地区干部双语学习工作的专门文件ꎬ
研究编制 «国家民委 “十三五” 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规划»ꎮ 加强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ꎬ
联合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举办高

层次民族语文应用研究及翻译骨干研修班ꎬ 指

导 ７ 个国家民委双语人才培训基地工作ꎬ 建设

中国民族语文应用研究中心ꎮ 联合最高人民法

院ꎬ 设立 “全国双语法官培训基地”ꎬ 为民族

地区培养懂藏汉、 维汉等民汉双语的基层

法官ꎮ
三、 大力开展民族特色文化宣传推广

活动ꎬ 进一步繁荣民族文化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７ 日ꎬ 会同有关部门和省市在

天津共同主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表演ꎬ 来

自内蒙古自治区、 广东、 四川等省区市 １８ 所院

校的 ４００ 余名选手参加ꎬ 集中展示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艺术风采和职教学子的技艺ꎮ
２０１６ 年 ６—７ 月ꎬ 在重庆、 宁夏、 内蒙古、

贵州等省区分别举办全国陀螺、 木球、 民族健

身操和独竹漂等项目 “民体杯” 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比赛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公布第二批 ６２ 个全国

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ꎬ 其

中包括 １０ 个省、 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关

专业点 １４ 个ꎮ
２０１６ 年 ７—９ 月ꎬ 继续开展 “中华民族一

家亲” 文化下基层活动ꎬ 先后赴重庆、 云南、
宁夏、 内蒙古等省区的 １３ 个市县ꎬ 组织下基层

慰问演出 ４ 场ꎬ 近 １０ 万名各族群众观看演出ꎬ
赠送价值 ３００ 多万元的图书和报纸杂志ꎬ 开展

义诊活动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ꎮ
２０１６ 年 ７—９ 月ꎬ 成功举办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 评奖ꎬ 来自 １５
个民族的 ２４ 部作品作者和 ３ 名民文翻译家

获奖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９—１１ 日ꎬ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成功举办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

演ꎬ 来自内蒙古、 广西、 宁夏、 西藏、 新疆、
青海、 云南、 贵州、 福建、 海南、 甘肃、 四

川、 辽宁、 天津等 １７ 个省区市 ３６０ 多名曲艺工

作者参加了展演ꎬ 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促进少数民族曲艺事业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实施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ꎬ 将其成功纳

入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十三五” 规划纲

要ꎬ 修订印发了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实施

方案» 和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入选作品评

选办法»ꎬ 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ꎮ 继续支持举

办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ꎬ 打造

民族电影宣传推介平台ꎮ
连续举办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

果展、 自治州和自治县逢十周年大庆成就展等

展览展示ꎬ 深度挖掘和创新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ꎮ
大力推动民族地区科普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与科技部等 １１ 部委共同举办 “振兴草原、
服务三农、 科技列车赤峰行” 活动ꎬ 为赤峰市

巴林右旗西拉沐沦苏木达林台嘎查科技培训中

心捐赠了价值 １０ 万元的科普设备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ꎬ 与科技部共同举办 “科普进西藏” 活

动ꎬ 组织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北京自然

博物馆、 北京同仁医院、 上海科技馆等单位的

近 ３０ 位科普专家将奔赴拉萨、 阿里的 ５ 所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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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ꎬ 开展讲座、 培训等科普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开展 “边境民族地区双语科普试点” 工

作ꎬ 确定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大兴地镇和兰坪

县河西乡为试点单位ꎬ 支持临沧市沧源县勐角

乡和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

建设ꎮ
四、 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ꎬ 不

断向深度广度拓展
充分利用三八、 五四、 七一、 国庆等重要

节点ꎬ 结合建党 ９５ 周年、 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

年等主题ꎮ 以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ꎬ 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ꎮ 创新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２５ 日ꎬ 在民族文化宫举办国家民委

“我爱我家———家风建设在行动” 摄影展ꎮ 展

览分为重要指引、 和谐家园、 幸福家庭三个部

分ꎬ 共展出摄影作品 １００ 余件ꎬ 突出展示党中

央对少数民族群众的亲切关怀ꎬ 展示民族工作

者心系各族群众、 关心各族群众、 帮助各族群

众的情怀ꎬ 展示各族干部职工家庭的温馨、 美

满、 幸福ꎬ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注重家

庭、 家教、 家风ꎬ 不断深化和拓展文明家庭创

建活动ꎮ 不断充实完善 «国家民委机关创建文

明单位综合考评细则»ꎬ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民委文明单位和文明职工评选表彰工

作ꎬ 办公厅等 ２４ 个部门 (单位) 被评为国家

民委文明单位ꎬ 王红等 ７１ 名同志被评为国家民

委文明职工ꎮ 组织参加第十届全国五好文明家

庭和全国 “最美家庭” 的评选工作ꎬ 景宜家庭

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ꎬ 崔元海家庭、 南福

实家庭被评为全国 “最美家庭”ꎮ
五、 全面落实主体责任ꎬ 切实把全面

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国家民委党组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ꎬ
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抓在手上、 扛到肩上ꎮ
制定 «中共国家民委党组关于贯彻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ꎬ 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ꎬ 明确 ５ 个层面 ４４ 项具体责任和

强化检查、 考核、 追究的措施ꎬ 层层抓责任、
层层抓落实ꎮ 认真抓好巡视整改工作ꎬ 针对中

央巡视组指出的 ２４ 类问题采取了 １００ 项整改措

施ꎬ 整改完善 １７９ 项规章制度ꎬ 不折不扣落实

巡视整改要求ꎬ 做到件件有着落、 有结果ꎬ 持

续用力推进ꎬ 不断深化和巩固整改成果ꎬ 收到

了祛病驱邪、 健体强身的效果ꎮ 制定、 修订

«国家民委直属机关党支部工作细则» «国家民

委直属机关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各

部门专题学习的办法» «国家民委直属机关党

委关于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情况检查的意见»
«国家民委直属机关党委关于开展党建述职评

议考核办法» 等 ８ 项制度规定ꎬ 进一步规范了

党内政治生活ꎮ 对基层党支部进行了一次集中

整顿ꎬ １２３ 个党支部的全面建设都有新的提高ꎮ
９ 月ꎬ 召开司局级干部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

会ꎬ 年底召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ꎬ 组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等ꎬ 党内生活

的质量进一步提高ꎬ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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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举办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于 ８ 月 １６ 日

至 ９ 月 １４ 日在北京成功举办ꎮ 习近平等中央领

导同志出席开幕式并接见演职人员代表ꎮ 会演

期间ꎬ ４５ 台剧目、 ９２ 场演出精彩纷呈ꎬ 现场观

众近 １４ 万人次ꎬ 剧场平均上座率达到 ９５ ３％ꎬ
近 ２ 亿观众观看了开闭幕式文艺晚会电视转播ꎮ
本届会演积极进行改革创新ꎬ 根据中央指示精

神ꎬ 大幅压缩奖项ꎬ 参演剧目质量显著提高ꎬ
做到了文艺创作既有 “高原” 也有 “高峰”ꎮ
积极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多元一体

宣传格局ꎬ 在全社会产生了热烈反响ꎮ 推出参

演剧目网络抢票、 投票活动ꎬ 引发广大网民热

情参与ꎬ 累计投票 １２００ 万余人次ꎻ 首次推出官

方微信公众号ꎬ 会演期间总阅读量超过 ２０ 万

次、 单条最高阅读量近 ３ 万次ꎮ 本届文艺会演

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优秀民族

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树立少数民族文艺

作品创作导向、 宣传我国民族政策及其光辉实

践的少数民族文艺盛会ꎮ

(国家民委精神文明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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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公安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ꎬ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按照中央关于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部署要求ꎬ 围绕

中心、 服务大局ꎬ 转变观念、 创新发展ꎬ 内外

结合、 协作共赢ꎬ 以铸造忠诚警魂为根本ꎬ 以

强化正面宣传为重点ꎬ 以激励队伍士气为核

心ꎬ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ꎬ 以拓展项目平台为抓

手ꎬ 积极培育践行并在全社会引领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提供了

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舆论支持、 精神动力和文

化条件ꎮ
一、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手段ꎬ 深

入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特别是关于公安工作的指示精神ꎬ 坚持把

政治建警作为首要任务ꎬ 定期组织开展公安部

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ꎬ 举办部直属机关局级领

导干部培训班ꎬ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ꎬ 十

八届三中、 四 中、 五 中、 六 中 全 会 精 神 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特别是对公

安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ꎬ 强化思想理论武装ꎮ

深入推进公安机关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印

发 «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 “学党章党

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的指

导意见»ꎮ 开设 «中国警察» 电视专栏ꎬ 依托

公安微信公众号、 民警自媒体平台组织开展

“英模为你读党章” “微党课” 展播和在线知识

竞答活动ꎬ １３８ 名英模诵读党章ꎬ 在线点击收

听近 ７００ 万人次ꎬ 留言近 ３０ 万条ꎬ 参加知识竞

答 ２００ 余万人次ꎮ 举办 “身边的优秀共产党

员” 和全国公安机关抗洪抢险救灾先进事迹报

告活动ꎮ 指导各地继续深入开展 “秉公执法、
人民公安为人民” 主题教育ꎬ 着力整改理想信

念、 党性党风、 执法服务和党建工作存在的突

出问题ꎮ 编写 «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读

本»ꎬ 研究制定 «全国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

规范»ꎬ 推动学习教育制度化经常化ꎮ 举办全

国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培训班ꎬ 进一步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ꎮ 制定

出台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荣誉仪式规范»ꎬ 明

确要求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在民警入警、 立功受

奖、 授予 (晋升) 警衔、 从警特定年限、 退休

等职业生涯重要节点ꎬ 以及追悼因公牺牲民

警、 祭奠公安英烈等特殊时刻举行人民警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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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仪式ꎬ 不断增强民警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

感ꎬ 提升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ꎮ 建立健全关

爱英模长效机制ꎮ 全年共授予 (追授) 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２ 名、 二级英雄模范 ９５
名ꎬ 记集体一等功 １６７ 个ꎮ 积极申报并获中央

批准全国公安机关 “２１０ 工程” 建设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彰项目ꎬ 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各

１００ 名ꎮ 举办 ３４ 批次英模、 功模民警及家属休

养活动ꎬ １５８０ 余人参加了休养ꎮ 在 Ｇ２０ 峰会安

保期间ꎬ 首次以公安部名义组织开展战时授奖

送奖上门活动ꎬ 为做好峰会安保提供思想保障

和精神支持ꎮ
二、 典型宣传群星璀璨ꎬ 引领队伍正

能量
注重突出典型的先进性代表性时代性ꎬ 把

握传播的科学性贴近性ꎬ 全年宣传典型数量

多、 规模大、 规格高ꎬ 形成领导重视、 社会关

注、 群众认同、 反响良好的局面ꎮ 中央主要新

闻媒体全年先后集中推出公安先进典型人物 ２１
人ꎬ 其中被中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 荣誉称号

２ 人ꎬ 全国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先进典型 ９
人ꎮ 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报道公安先进典

型人物 ９ 人 (次)ꎻ «焦点访谈» 播出公安典型

专题报道 ５ 人ꎻ «面对面» 深度专访 １ 人ꎮ 各

新闻商业网站和新媒体也集中宣传了一大批典

型人物事迹ꎮ 此外ꎬ 人民公安报 «警队先锋»
专栏宣传报道公安典型人物近 ５０ 人ꎬ 报道警营

创客人物 １６ 人ꎬ 公安典型宣传集群效应凸显ꎮ
主动争取中宣部、 中政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支持ꎬ 组成先进事迹报告团赴浙江、 广东

等 １０ 个省 (区、 市) 巡回报告ꎬ 将 “反恐英

雄” 买买提江托乎尼牙孜同志先进事迹由疆

内扩展到疆外ꎬ 实现了反恐宣传的重大突破ꎮ
此外ꎬ 集中宣传了吐尔逊江库尔班等反恐英

雄先进事迹ꎬ 真实反映反恐一线广大民警艰苦

卓绝的斗争状态和牺牲奉献ꎬ 赢得人民群众极

大赞誉ꎮ 首创公安系统 “公安楷模” 发布平

台ꎬ 并成功举办了首期以 “致敬公安英雄” 为

主题的 “公安楷模” 发布活动ꎬ 刘崇、 张辉、

张劼、 陈晓磐、 王一 ５ 名民警光荣当选ꎬ 并被

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ꎮ 积

极利用新媒体平台ꎬ 持续加大公安暖新闻的挖

掘报道力度ꎬ 让公安典型接地气、 有温度ꎮ 主

动设置 “身边暖警” 等网上议题ꎬ 及时调动公

安 “两微一端” 新媒体矩阵ꎬ 吸引广大网友随

时随地发现、 捕捉警民之间 “走心” 的感动瞬

间ꎬ 主动积极传播身边好警的暖心故事ꎬ 话题

累计发布图片、 视频等各类帖文 ５ ２ 万余条ꎬ
阅读总量超过 １ ９ 亿次ꎮ 特别是在陈清洲 “时
代楷模” 发布前后ꎬ 调动公安自媒体集中推送

陈清洲感人事迹ꎬ 全国民警通过微博为陈清洲

加油ꎬ 一些知名演员通过视频为陈清洲送上祝

福ꎬ “陈清洲先进事迹专题网页” 影响力连日

位列政务微博话题首位ꎬ 引发海量网友围观

点赞ꎮ
三、 精心设计创建载体ꎬ 打造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品牌
着眼于扩大公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影响

力ꎬ 精心设计ꎬ 周密组织ꎬ 努力打造知名宣传

品牌ꎬ 推动公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档升级ꎮ
在全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改革创新大赛ꎬ 历时

９ 个月ꎬ １０ 万民警踊跃参与ꎬ ８０００ 个项目脱颖

而出ꎬ 极大地激发了基层创新热情和投入公安

改革的积极性ꎬ 催生了一大批公安创新人才ꎬ
集中展示了公安机关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大力

推进 “四项建设” 的丰硕成果ꎬ 为深化公安改

革、 推进 “四项建设” 提供了源头活水ꎮ 精心

打造国内首档警察真人秀节目 «警察特训营»ꎬ
节目由公安部与拍摄历时 １０ 个月ꎬ 拍摄 １３ 期ꎬ
以 “训练ꎬ 为了更好地战斗” 为主题ꎬ 以警务

实战化为考核目标ꎬ 将公安机关警务实战化成

果搬上荧屏ꎬ 是中国警界精英的首次电视大集

结ꎮ 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持续播出 ８ 次ꎬ 人民网、
新华网、 腾讯网等 ３６ 家媒体集中报道ꎬ 点击量

超过 １ ５ 亿人次ꎬ 被中央电视台列为 ２０１６ 年度

重点电视宣传项目ꎮ 组织开展了第二届 “全国

公安机关微博、 微信、 微电影大赛” 评选展播

活动ꎬ 基层民警广泛参与ꎬ 共上报各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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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０ 余个ꎬ 艺术反映了公安民警爱岗敬业的高

尚情操和职业精神ꎮ ２２ 家新媒体直播了大赛颁

奖仪式ꎬ 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录播ꎬ 在线收看人

数达到 １ ２６ 亿人次ꎮ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

微电影大赛专设公安题材微电影奖项ꎬ ２３ 部公

安微电影获奖ꎮ 联合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 “五
个十佳” 公安网络正能量精品征集评选及颁奖

活动ꎬ 通过激发全警触网、 积极传播正能量ꎬ
实现公安新媒体网上网下良性互动ꎬ 生动呈现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利用新媒体建设的丰硕成

果ꎬ 成为网络正能量建设一大品牌ꎮ 首次邀请

专家利用大数据分析公安新媒体现状发展及趋

势ꎬ 发布 «公安网络正能量新媒体建设白皮

书»ꎬ 以公安新媒体典型案例为原型进行现场

艺术化呈现ꎬ 调动全国公安微矩阵联动ꎬ 在线

直播话题阅读量过亿ꎬ 有效促进了网上精神文

明建设ꎮ
四、 推进实施文化强警战略ꎬ 精心组

织文艺精品创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和文代会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

一手抓公安精品创作ꎬ 一手抓基层公安文化建

设ꎬ 不断满足广大民警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

求ꎬ 推动公安文化繁荣发展ꎮ 组织创作拍摄电

影 «湄公河行动»ꎬ 掀起国内外观影热潮ꎬ 票

房收入近 １２ 亿元ꎬ 创造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票房

新纪录ꎬ 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ꎮ
组织拍摄电视剧 «警花与警犬» «黎明决战»
等公安题材影视剧ꎬ 并在浙江、 上海等国内一

线卫视热播ꎬ 展现了新时期人民警察良好形

象ꎮ 组织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代会

作代会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ꎬ 就加强

公安文化建设、 推动公安文艺工作繁荣发展作

出安排部署ꎮ 组织公安文艺小分队赴基层慰问

演出ꎬ 行程 ３ 万余公里ꎬ 举行慰问演出 ４４ 场ꎮ
加强 “警察书屋” 建设ꎬ 确定示范点 １７８ 个ꎬ
援建书屋 １２００ 余个ꎮ 举办了全国公安文艺骨干

培训班ꎮ 加强馆校共建ꎬ 组建志愿者服务队ꎬ
先后接待 １０ 余个外国警方高级代表团和中外

８０ 余个警察团体及社会各界群众 １ 万余人次参

观ꎮ 召开全国公安民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暨警

察博物馆建设工作座谈会ꎬ 努力形成警察博物

馆的集群化、 规模化效应ꎮ
五、 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ꎬ 营造向

上向善的良好氛围
始终坚持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

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ꎬ 积极营造系统内向上向

善的良好氛围ꎮ 联合共青团中央ꎬ 在全国公安

机关部署开展全国青年文明号创建评选活动ꎬ
共有超过 １３００ 个集体参加创建ꎮ 通过差额竞争

选拔、 深入实地考察、 征求纪委意见、 组织社

会公示等环节ꎬ １２７ 个集体脱颖而出ꎬ 被公安

部、 共青团中央联合授予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全

国青年文明号” 荣誉称号ꎬ 充分展示了公安机

关职业文明建设成果ꎮ 依托全国妇联评选表彰

平台ꎬ 推荐报送公安系统优秀女民警和女性集

体ꎬ ２０１６ 年共有 ５ 个集体获 “全国巾帼文明

岗” 荣誉称号ꎬ ２ 名个人获得 “全国巾帼建功

标兵” 荣誉称号ꎬ 为女性职业发展助力加油ꎮ
先后有 ２１ 名个人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 (标
兵) ” 荣誉称号ꎬ １２ 个集体荣获 “全国三八

红旗集体” 荣誉称号ꎮ 公安部联合全国妇联举

办 “陪你一起过节” 座谈慰问活动ꎬ 邀请全国

两会知名女性代表、 委员与部分公安英烈家属

及全国三八红旗手 (集体) 座谈交流ꎬ 增进社

会对公安工作的理解支持ꎮ
六、 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ꎬ 促进全

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始终坚持深化打击整治行动ꎬ 全力以赴扎

实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ꎬ 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ꎮ 各地公安机关围绕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加强情报收集研

判ꎬ 深入开展打击证券期货、 地下钱庄、 非法

集资等经济犯罪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行

动ꎬ 持续深化 “黑拐枪” “盗抢骗” “黄赌毒”
“食药环” 和电信网络诈骗各类专项整治行动ꎬ
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特别是危害民生各类违法犯

罪ꎬ 不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ꎬ 落实打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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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各项措施ꎬ 努力提升群众安全感ꎬ 确保了社

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ꎮ 集中推出便民利民服务

举措ꎬ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ꎮ 进一步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ꎬ 研究制定了建立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 推进驾

考制度改革、 构建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等一系列措施ꎮ 推出居住证持有人在居

住地申办因私出入境证件便利措施ꎬ 全国实施

居住证制度的 １８ 个省份已为持居住证人员签发

因私出入境证件近 ２０ 万本ꎬ 受到社会各界欢

迎ꎮ 研究改进出入境证件照片采集工作ꎬ 推动

免费照相服务ꎬ 进一步降低群众办证成本ꎮ 积

极规范推广自助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签注工作ꎬ
进一步缩短群众办证时间ꎬ 实现便民利警双

赢ꎮ 及时优化完善深圳居民赴港个人游 “一周

一行” 政策ꎬ 授权石家庄机场等 ６ 个口岸开展

台胞口岸办证业务ꎬ 平稳有序推动人员往来ꎮ
推行 “护校安园” 服务举措ꎬ 全面强化校园周

边重点人员稳控措施ꎬ 累计排查稳控重点人员

１６ 万余名ꎬ 排查化解涉校矛盾纠纷 １ ９ 万余

起ꎮ 指导督促各地在校园周边设立警务室及治

安岗亭 １７ 万个ꎬ 设立 “护学岗” ２６ 万个ꎮ

特色活动

创建全国 “公安楷模” 宣传发布平台

参照中宣部组织宣传 “时代楷模” 的做

法ꎬ 公安部在全国公安系统创建了全国 “公安

楷模” 典型宣传平台ꎬ 旨在大力弘扬新时期人

民警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ꎬ 勇于担当、 不怕牺

牲的崇高精神ꎬ 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激励示范

作用ꎬ 增进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公安部政治部联合人

民网ꎬ 在人民网一号演播厅举行首场活动ꎬ 集

中发布了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

突击大队大队长刘崇等 ５ 名同志的先进事迹ꎬ
授予他们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称

号ꎮ 中央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联动宣传ꎬ 在社

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ꎮ 一是明确活动定位ꎬ 精

心组织策划ꎮ “公安楷模” 发布平台被定位为

全国公安系统的最高典型宣传平台ꎬ 原则上每

年举办 ２ 期ꎬ 每期推出 ５ 名 “公安楷模” 的先

进事迹ꎮ 活动以讲述公安英模事迹为主体ꎬ 邀

请 “公安楷模” 走进演播厅ꎬ 通过宣读致敬

词、 播放视频、 现场连线、 故事讲述等方式ꎬ
讲述 “公安楷模” 故事ꎮ 同时ꎬ 积极协调中央

媒体和主流电视、 报纸、 网络等媒体进行联动

报道ꎬ 努力产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联动的传播

效应ꎬ 最大限度扩大公安典型的社会影响力ꎮ
二是宣传与表彰有机结合ꎬ 提升活动含金量ꎮ
坚持把候选人物选准选好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ꎮ 既充分考虑新媒体时代的受众心理和传播

特点ꎬ 又注重面向基层ꎬ 重点遴选勇于担当、
不怕牺牲、 甘于奉献ꎬ 在本职岗位上作出突出

贡献的民警作为 “公安楷模” 候选人物ꎮ 所有

当选民警均被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 荣誉称号ꎬ 表彰与宣传两者依托 “公安楷

模” 平台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ꎬ 成为新时期加

强公安典型宣传工作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创新实

践ꎬ 成为公安系统重大典型的新标志新平台ꎮ
三是努力增强活动的庄重感、 仪式感和感染

力ꎮ 在充分挖掘候选人事迹基础上ꎬ 深入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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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工作单位进行实地拍摄ꎬ 采访公安楷模

的战友、 领导、 服务对象ꎬ 最大限度还原 “公
安楷模” 的英雄瞬间、 最为准确提炼 “公安楷

模” 的崇高精神ꎬ 使事迹短片真实感人ꎮ 对节

目进行精心编排ꎬ 根据每位楷模不同事迹特点

设计不同的发布环节ꎬ 做到基调统一又各具特

色ꎮ 为增强发布活动的庄重感、 仪式感ꎬ 在展

示每位人物事迹后ꎬ 采取视频特效形式ꎬ 用流

动钢水浇筑出熠熠生辉的警徽ꎬ 象征着人民警

察的钢铁意志和忠诚本色ꎮ 四是充分借助媒体

力量ꎬ 努力讲好 “公安楷模” 故事ꎮ 多次组织

召开媒体策划会、 宣传推进会ꎬ 协调新闻媒体

对 “公安楷模” 事迹进行广泛宣传报道ꎮ 充分

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发布活动图文消息进行推

广ꎮ 人民公安报、 中国警察网等自有媒体充分

发挥作用ꎬ 刊发 “致敬公安楷模” 公益广告、
人物通讯等ꎬ 中国警察网对活动进行视频和图

文直播ꎬ 并制作专题ꎮ 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

公安新媒体同步报道ꎬ 进一步扩大了宣传报道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组织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改革创新大赛
为深入贯彻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激发和调动基层公安机关广大民警参与公安改

革的热情和积极性ꎬ 把公安改革的顶层设计转

化为基层民警的实际行动ꎬ 集中展示全面深化

公安改革、 大力推进 “四项建设” 的丰硕成

果ꎬ 广泛营造全警参与改革创新、 全社会理解

支持公安改革的良好氛围ꎬ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

众和广大民警的获得感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公安部

部署开展了全国公安机关改革创新大赛ꎮ 活动

历时 ９ 个月ꎬ 各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精心组

织ꎬ 广大民警积极响应ꎬ 约 １０ 万民警参与到大

赛之中ꎬ 催生 ８０００ 多个务实高效的改革创新成

果ꎬ 涌现出一大批开拓创新先进典型ꎮ 大赛突

出 “改革创新、 强警惠民” 主题ꎬ 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ꎬ 国务委员、 公

安部部长郭声琨亲切会见获奖代表ꎬ 孟建柱作

了重要讲话ꎬ 充分肯定了公安改革创新大赛产

生的丰硕成果ꎬ 勉励广大民警要弘扬创新思

维ꎬ 挖掘创新潜能ꎬ 提升创新能力ꎬ 为加强社

会治理、 服务人民群众作出更大贡献ꎮ 改革创

新大赛特别是颁奖活动经媒体宣传报道后ꎬ 引

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ꎬ 产生强烈反响ꎮ 一是广

大民警踊跃参与ꎬ 极大地激发了投身改革创新

的热情和积极性ꎮ 活动开展以来ꎬ 部大赛办和

各地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有力措施ꎬ 高规格组

织、 高标准推进ꎬ 为广大民警积极搭建展示才

华、 比拼业务的舞台ꎬ 在全国公安机关掀起了

一场比学赶超的创新热潮ꎬ 点亮了基层民警的

“智慧之光”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直接参与大赛的

民警超过 １０ 万人ꎬ 其中既有从警三十余载的公

安战线的老民警ꎬ 也有很多怀揣从警梦想踏入

警营不久的 ８０ 后、 ９０ 后新生代ꎬ 民警的创新

意识和投身改革的积极性显著提升ꎮ 二是展赛

结合、 以展为主ꎬ 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营造了

浓厚氛围ꎮ 此次改革创新大赛将宣传展示贯穿

始终ꎬ 以讲述民警创新故事、 弘扬公安创新精

神、 展示队伍创新成果为手段ꎬ 充分反映了公

安改革取得的成效ꎬ 展示了广大民警忠诚奉

献、 创新担当的良好风貌ꎬ 增进了人民群众对

公安改革的理解和支持ꎬ 深化了和谐警民关系

建设ꎮ 活动过程中ꎬ 各地创造性地组织了百余

场特色鲜明、 主题突出的预选赛、 外围赛、 创

新成果展、 警营开放日等评比展示活动ꎬ 自下

而上逐级展示比拼ꎬ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ꎮ 为体

现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审原则ꎬ １２ 月下旬ꎬ 部大

赛办以展赛结合的方式ꎬ 对入围金银奖的项目

分内、 外两个专场在京举行了决赛ꎬ 其中ꎬ 对

外专场通过网络直播ꎬ 在线观看人数超过 １０
万ꎬ 新媒体互动话题 ２ 天内阅读量超过 ２１００
万ꎮ 三是催生一大批改革创新成果ꎬ 有力地服

务了民生ꎬ 提升了警队战斗力ꎮ 此次大赛始终

聚焦 “强警惠民” “问题导向” 和 “科技引

领”ꎬ 通过普遍发动、 培育指导、 层层遴选、
重点推广ꎬ 催生了 ８０００ 余项服务实战、 实用管

用的改革创新成果ꎬ ２００ 个优秀项目经省内初

审、 专家评议、 决赛展示等环节ꎬ 一路过关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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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终折桂ꎮ 这些获奖项目涵盖了公安机关

打、 防、 管、 控、 处、 服等各个方面ꎬ 每一个

项目都凝结了民警的智慧和汗水ꎬ 也经受了实

战检验ꎬ 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四是面向基层、 倾

斜一线ꎬ 着力打通公安改革落地生根、 开花结

果的 “最后一公里”ꎮ 此次大赛始终坚持 “尊
重基层首创、 服务一线实战” 的活动导向ꎬ 实

现了基层民警 “微创新” 与公安机关 “大改

革” 的成功 “对接”ꎬ 打通了全面深化公安改

革顶层设计在基层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的 “最
后一公里”ꎮ

组织公安文艺小分队赴基层慰问演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以及 Ｇ２０
会议安保等重大活动节点ꎬ 进一步加大慰问基

层民警力度ꎬ 凝聚警心ꎬ 鼓舞士气ꎬ 公安部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至 ７ 月组织 “公安文化基层行” 文

艺小分队先后赴浙江等地基层公安机关和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进行慰问演出ꎬ 行程 ３
万余公里ꎬ 举行慰问演出 ４１ 场ꎬ 重点慰问了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和革命老区基层民警及 Ｇ２０ 杭

州峰会安保一线民警ꎬ 现场观众达 ３ 万余人ꎬ
受到广大公安民警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广

泛好评ꎮ 一是紧扣忠诚主题ꎬ 传承公安精神ꎮ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之际ꎬ 文艺小分队走进上海中共 “一大” 会

址、 浙江嘉兴南湖、 福建古田会议会址等地ꎬ
重温入党誓词ꎬ 学习革命传统ꎬ 将慰问演出与

弘扬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坚定公安队伍理想

信念结合起来ꎬ 将红色基因融入忠诚的血脉ꎬ
奏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主旋律ꎬ 唱响中国警察

忠诚为党、 平安为国、 奉献为民的赞歌ꎬ 所到

之处ꎬ 热情激扬ꎬ 处处传递公安精神的正能

量ꎮ 二是围绕中心工作ꎬ 深入安保前线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为营造 Ｇ２０ 峰会安保工作浓厚氛围ꎬ
激励全体参战民警誓夺峰会安保全胜ꎬ 传递公

安部党委对一线民警的亲切关怀ꎬ 在 Ｇ２０ 峰会

安保进入百日冲刺阶段ꎬ 公安部组织了慰问参

加安保民警和支援学警的专场文艺演出ꎮ 来自

全国各地 ４０ 多名文艺骨干和殷秀梅、 王传越等

知名艺术家参加了演出ꎬ 节目受到参战民警和

支援学警的热烈欢迎ꎮ 每场演出前ꎬ 文艺小分

队领队都现场致辞ꎬ 转达公安部党委对基层一

线民警的关怀和慰问ꎮ 深情的慰问主题、 精彩

的文艺演出、 感人泪下的民警故事ꎬ 在愉悦民

警身心的同时ꎬ 又进一步鼓舞了士气ꎬ 激励了

斗志ꎮ 三是致敬公安英模ꎬ 唱响奉献赞歌ꎮ 演

身边人、 讲英雄事、 唱奉献歌ꎮ 文艺小分队以

艺术的形式ꎬ 积极再现公安英雄的事迹ꎬ 唱响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主旋律ꎮ 在重庆ꎬ 根据 “警
界保尔” 陈冰的先进事迹创作了诗歌 «致敬ꎬ
我最美的警察兄弟» 和歌曲 «臂膀»ꎬ 生动反

映了陈冰战胜自我、 完善自我、 超越自我的奋

进历程ꎬ 深深打动了现场 ２０００ 名观众ꎮ 在上

海ꎬ 队员们朗诵为英雄消防员创作的诗歌 «致
敬! 我不老的兄弟»ꎬ 唱起专门为他们创作的

歌曲 «石头缝中的绿花»ꎮ 小分队的演出贴近

基层、 贴近民警ꎬ 所到之处ꎬ 收获无数感动和

赞誉ꎬ 将英模精神传遍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ꎮ
四是密切警民关系ꎬ 向群众汇报公安工作ꎮ 文

艺小分队把每一场演出当作一次向人民报告的

机会ꎬ 汇报公安工作、 宣传法律知识、 送去平

安的祝福ꎬ 引起群众广泛的共鸣ꎬ 充分展现公

安队伍亲民爱民良好形象ꎬ 赢得了人民群众对

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ꎮ 在上海的慰问演出冒

着瓢泼大雨如期举行ꎬ 仍有许多群众赶来观

看ꎬ 打工青年梁伟丰还把每个节目都用手机记

录下来ꎮ 在福建宁化ꎬ 跟着妈妈来看演出的 ８
岁小男孩魏成杰主动跑上舞台ꎬ 把一束鲜花送

给队员ꎬ 并郑重其事地向正在表演的队员敬

礼ꎬ 并与队员们约定 “等我长大了ꎬ 也要当

警察”ꎮ

(公安部宣传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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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民政部直属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在民政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ꎬ 以邓小平理

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着力增强 “四个意识”ꎬ 深入开

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大力弘扬民政系统

优良作风ꎬ 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认真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 理

念ꎬ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推进民政事业

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和政治保证ꎮ
一、 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ꎬ 扎实推进理论武

装工作
１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ꎮ 一是部党组坚持学在前、 做表率ꎮ 部党组

先后召开 ３ 次党组会、 １ 次中心组扩大会进行

专题学习ꎬ 部党组成员都反复认真地学习领会

全会精神ꎬ 做到先学一步、 学深一点ꎬ 切实带

头学习ꎬ 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ꎮ 二是分层次抓

好学习贯彻ꎮ 部党组书记、 部长黄树贤分别主

持召开部直属机关党员、 干部大会和离退休干

部座谈会ꎬ 传达六中全会精神ꎬ 对学习贯彻进

行全面动员部署ꎮ 举办各领域各层级干部培训

班ꎬ 实现了部机关党员干部集中培训全覆盖ꎮ
三是以全会精神指导推动工作ꎮ 研究制定贯彻

落实全会精神、 加强直属机关党的建设具体措

施ꎬ 进一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ꎬ 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ꎬ 切实加强部党组自身建设和机关党

的建设ꎬ 坚决以全会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 推动工作ꎮ
２ 切实加强日常学习教育ꎮ 一是加强部党

组中心组学习ꎮ 全年共开展 １０ 次中心组集体学

习ꎬ 每位部党组成员带头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

度ꎬ 参加所在党支部学习活动ꎬ 很好地带动了

直属机关理论学习ꎮ 二是强化理论武装平台建

设ꎮ 认真组织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百场支

部学习会、 千名书记讲党课、 万名党员写感

言” 活动ꎬ 共开展支部学习 ３８０ 余场、 党组织

书记讲党课 １００ 余人次、 党员写感言 ２０００ 余

篇ꎮ 积极运用支部工作 ＡＰＰ 和机关内网学习专

栏等载体开展学习交流ꎬ 深化学习效果ꎮ 三是

抓好教育培训ꎮ 积极组织党员、 干部参加中央

国家机关工委举办的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系列辅

导报告等理论学习活动ꎬ 选送 ４５ 名党员、 干部

到中央党校和中央国家机关党校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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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ꎮ
３ 着力强化党员意识ꎮ 一是着力抓好思想

教育ꎮ 为党员、 干部购买 «党章» «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读本»ꎬ 通过组织读书会、 撰写学习

体会、 开展主题征文、 举办专题论坛等形式ꎬ
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的领会把握ꎬ 增强党章党规意识ꎮ 二是开展党

员学习教育 “灯下黑” 问题专项整治ꎬ 建立了

问题清单和学习教育工作台账ꎬ 坚决抓好整

改ꎬ 积极探索建立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有效

途径ꎬ 使广大党员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懂真

信真用ꎬ 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 大局意

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ꎮ 三是开展特色主题

活动ꎮ 组织参加 “党章党规在我心中———中央

国家机关党章党规知识测试活动”ꎬ 参与率达

１００％ꎬ 取得优秀成绩ꎬ 进一步增强了党员

意识ꎮ
二、 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ꎬ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１ 坚决落实中央要求ꎮ 一是全面动员部

署ꎮ 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学习教育方

案的基础上ꎬ 制定了 «民政部直属机关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

习教育的方案»ꎬ 编制细化的任务安排表ꎬ 切

实把中央要求落实到位ꎮ 二是强化工作要求ꎮ
坚持把全面从严的要求贯彻学习教育始终ꎬ 特

别是六中会后ꎬ 黄树贤部长多次在党组会和党

员、 干部大会上强调ꎬ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是党内学习教育的重点ꎬ 要结合学习贯彻六中

全会精神全力抓好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ꎮ 三

是开展督查调研ꎮ 由直属机关党委常委带队ꎬ
开展了基层党建工作暨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专项督查调研ꎬ 通过座谈交流、 查阅资料和个

别访谈等方式ꎬ 加强具体指导、 政策指导和现

场把关ꎬ 进一步解决基层党建工作突出问题ꎬ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和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落地ꎮ

２ 深入开展学习研讨ꎮ 一是突出学习重

点ꎮ 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总

体要求和关于民政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ꎬ 编印

并组织学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

关民政重要讲话摘编»ꎮ 深入学习贯彻 «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等党内法规ꎬ 进一步把握

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新规定ꎮ 二是举办

专场报告会ꎮ 先后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吴美华教

授、 许帅先进事迹报告团、 民政系统全国 “两
优一先” 代表和民政部定点扶贫县的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在部机关作了 ４ 场专题报告会ꎬ 营造

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忠诚、 干净、 担当的机关

文化ꎮ 三是创新学习方式ꎮ 部领导和各单位党

组织书记都积极创新思路ꎬ 采取多种形式ꎬ 认

真讲好专题党课ꎮ 举办了直属机关各单位党组

织书记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培训研讨会ꎬ 进

一步全面把握学习教育各项要求ꎬ 强化创新工

作思路、 落实中央要求、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ꎮ
３ 精心组织特色活动ꎮ 一是部党组成员分

别带队深入 １４ 个省份调研ꎬ 入户走访民政服务

对象ꎬ 实地查看民政服务机构、 服务窗口和社

区ꎬ 广泛听取民政服务对象和基层干部群众的

意见建议ꎬ 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

工作重要指示的贯彻落实ꎬ 坚持学用结合、 学

以致用ꎬ 促进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ꎮ 二是开

展 “走百村、 访千户、 知民情、 惠民生” 调研

实践活动ꎬ 组织 ３６ 个单位党员干部到基层

１０００ 多户民政对象家庭ꎬ 实地调查了解民情、
民意和民生保障政策的落实情况ꎬ 向群众征求

建议ꎬ 以实际行动增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为

民情怀ꎮ 三是指导各基层党组织立足本职工

作ꎬ 开展党日活动、 警示教育、 党员到社区报

到等活动ꎬ 增强党员干部 “学” 与 “做” 的积

极性主动性ꎮ 直属机关团委组织青年干部积极

参加了 “你在他乡还好吗” ———关爱农民工大

型志愿服务活动ꎬ 引导青年党员进一步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ꎻ 社会组织管理局党支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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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党员参观中央国家机关廉政建设教育基

地ꎬ 实地接受廉政警示教育ꎻ 救灾司党支部与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开展国际减灾日公共

安全主题联学和参观体验活动ꎬ 将救灾工作宣

传与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结合起来ꎬ 受到了居

民群众的好评ꎮ
三、 以忠诚、 干净、 担当为主要内容ꎬ

持续深化文明和谐机关建设
１ 积极推进机关文化建设ꎮ 一是加强机关

内部管理ꎮ 严格规范政务运行和党员、 干部队

伍管理ꎬ 坚持不懈反对 “四风”ꎮ 强化督办制

度ꎬ 制定实施 «民政部落实 ‹中央领导同志批

示件办理工作规定› 实施细则»ꎬ 做到件件有

督办、 件件有落实ꎮ 二是深入贯彻 «关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 大力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政系统优良作风ꎬ 通

过深入宣传许帅先进事迹ꎬ 教育引导党员、 干

部践行 “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 理念ꎮ 布置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展板ꎬ 优化机关环境ꎬ
营造良好机关氛围ꎮ 三是坚持先进典型示范引

领ꎮ 结合召开直属机关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大会ꎬ
评选表彰了直属机关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先进基层

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ꎬ 切

实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和带动作用ꎬ 在直属机

关营造了学先进、 当先进的良好氛围ꎮ
２ 深入开展机关内务整治专项活动ꎮ 一是

开展集中整治ꎮ 制定 «民政部机关内务整治专

项活动工作方案»ꎬ 成立专项活动领导小组ꎬ
明确了检查标准和职责任务ꎮ 直属机关党委牵

头抓好落实ꎬ 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ꎬ 将 “从严治部” 落到实处ꎬ 按照 “安全、
保密、 整齐、 干净” 的原则ꎬ 加强部机关内务

管理ꎬ 坚持 “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ꎬ 通过专

项整治活动ꎬ 机关院内共清理各种废品垃圾 ９０
多吨ꎬ 实现机关办公环境 “整洁美观、 规范有

序”ꎮ 二是推进内务管理长效化ꎮ 研究制定

«关于建立内务管理长效机制的通知»ꎬ 实行月

抽查、 季评比ꎬ 推进内务管理制度化、 常态

化ꎮ 推动直属单位参照部机关内务整治要求ꎬ

加强本单位的内务管理ꎬ 适时组织开展检查ꎬ
努力形成长效机制ꎬ 切实提高机关内部管理建

设水平ꎮ 三是深化整治效果ꎮ 把抓内务整治的

做法、 经验运用到加强部机关基础工作中去ꎬ
进一步提高基础工作的质量和水平ꎬ 营造机关

良好办公环境ꎬ 培养严、 实、 深、 细的工作

作风ꎮ
四、 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ꎬ 扎实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直属机关工会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全国总

工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ꎬ
引导干部职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认真贯彻落实 «工会基层组织选举

工作条例»ꎬ 建立健全直属单位工会组织ꎬ 指

导各级工会组织发挥党联系干部职工的桥梁纽

带作用ꎮ 扎实推进具有民政特点的岗位技能竞

赛ꎬ 举办了直属机关第三届公文写作技能比

赛ꎬ 动员干部职工在完成民政各项工作任务中

当先锋、 挑重担ꎮ 积极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ꎬ
依托 １７ 个文体协会ꎬ 开展了足球联赛等一系列

体育比赛活动ꎬ 增强了机关凝聚力ꎮ 举办了直

属机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书画展ꎬ 寓党

员教育于文化交流展示ꎬ 取得了很好效果ꎮ 积

极为干部职工做好事、 解难事、 办实事ꎬ 走访

慰问困难干部职工 ６２ 人次ꎬ 发放慰问金 ２０ 余

万元ꎮ
直属机关团委以加强思想引领、 服务民政

大局、 促进青年成长为目标ꎬ 扎实开展各项工

作ꎮ 围绕深化青年理论武装ꎬ 广泛开展 “ ‘两
学一做’ 我当先” 读书征文活动、 “我为民政

‘十三五’ 规划建言献策” 活动和 “五四” 青

年论坛ꎬ 举办了青年干部培训班ꎮ 着眼加强青

年实践锻炼ꎬ 组织 ７０ 余名团员青年参加 “根
在基层” 调研实践活动ꎬ 促进青年在基层转变

作风、 增长才干ꎮ 着力增强青年工作活力ꎬ 广

泛开展 “民生讲堂” 主题讲座以及各种体育比

赛、 单身联谊、 岗位互换体验等活动ꎬ 积极运

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工作ꎬ 充分发挥 “青春民

政” 微信公众平台和青年工作微信群作用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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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团组织自身建设ꎬ 建立健全了团委集体

学习制度和团干部联系青年制度ꎬ 实现了部直

属机关基层团、 青组织全覆盖ꎮ
直属机关妇工委以教育、 关怀、 激励妇女

干部职工为宗旨ꎬ 积极开展妇女工作ꎬ 引导女

干部女职工爱岗敬业、 自我提高、 弘扬传统美

德ꎮ 扎实推进 “家风建设在行动家庭助廉”
活动ꎬ 邀请部领导、 司局长撰写家风故事文

章ꎬ 面向直属机关干部职工子女开展了 “清风

正气传家远———走近民政部” 主题家庭日活

动ꎬ 进一步宣传家庭和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ꎬ
促进家风建设ꎬ 推动家庭助廉ꎮ 结合民政业

务ꎬ 发挥女干部职工自身优势ꎬ 开展 “世界自

闭症日” 主题活动ꎬ 组织女干部职工参加中央

国家机关 “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

牵” 活动ꎬ 为自闭症儿童、 新疆地区贫困儿童

送去温暖和关爱ꎮ 做好 “母爱 １０ 平方” 哺乳

室的管理使用、 “六一” 节为干部职工 １４ 岁以

下子女送温暖、 女职工重大疾病保险续保、 看

望慰问患病及生育女同志等工作ꎬ 进一步强化

关爱服务ꎬ 增强凝聚力ꎮ 组织好 “三八” 妇女

节女干部职工观影、 女干部职工参加中央国家

机关 “文化大讲堂” 活动ꎬ 提升直属机关女干

部职工的文化素养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民政部直属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取得了新的成绩ꎮ 一是深化了思想认识ꎬ 理

论素养进一步提升ꎮ 部党组坚持把理论武装贯

彻学习教育始终ꎬ 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党章

党规、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六

中全会精神ꎬ 引导广大党员进一步深刻领会了

六中全会的精神实质ꎬ 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ꎬ 进一步增强了思考和谋

划民政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ꎮ 二是解决了突

出问题ꎬ 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ꎮ 特别是黄树贤

部长到任以来ꎬ 在新的部领导班子领导下ꎬ 深

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ꎬ 坚决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ꎬ 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ꎬ 严格党员、 干

部队伍管理ꎬ 规范办事办文程序ꎬ 提高文稿质

量ꎬ 严格机关内务管理等措施ꎬ 切实将严的标

准和要求体现到机关建设各个方面ꎬ 机关工作

效能显著提高ꎮ 三是践行了 “民政为民、 民政

爱民” 理念ꎬ 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ꎮ 在学

习教育中ꎬ 着重培养和深化党员、 干部对人民

群众的感情ꎬ 加强党性锻炼ꎮ 通过开展实践活

动ꎬ 引导党员、 干部同民政服务对象面对面交

流ꎬ 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直接和密切ꎬ 进一

步提升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ꎬ 进一

步增进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ꎮ 四是强化了

责任意识ꎬ 担当精神进一步增强ꎮ 在学习教育

中注重结合民政业务工作ꎬ 体现民政特色ꎮ 通

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民生民政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ꎬ 进一步将中央对民政工作的要

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ꎬ 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

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ꎬ 进一步增强了推动民政

事业改革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ꎮ 通过开展走

访调研等实践活动ꎬ 深入了解掌握民政对象实

际困难和各项民政民生政策落实状况ꎬ 征求对

民政工作的意见建议ꎬ 进一步推进民政业务工

作发展ꎬ 切实发挥党建对业务的引领作用ꎬ 以

党的建设新成效凝聚起了推动民政事业科学发

展的强大动力ꎮ

(民政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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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系统

概况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全国环保系统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着眼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以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

念” 为指导ꎬ 紧密围绕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

心ꎬ 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ꎬ 扎实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

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ꎬ 不断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ꎬ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ꎬ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升ꎬ 干部队伍素

质不断提高ꎬ 政风行风建设成效明显ꎬ 为环境

保护事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和精

神动力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理论武装进一步加强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ꎬ 通过课题研究、 中心组学习、 专题讲

座、 网络选学、 座谈研讨、 个人自学等形式ꎬ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的理论、 路线、 方

针、 政策ꎬ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和生态环保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把握内涵实

质ꎬ 用最新理论武装头脑ꎮ 环境保护部开展了

“培育环保部门特色机关文化、 助推生态文明

建设” 课题研究ꎬ 引导环保部门机关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五个坚

持”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率先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党员干部的基

本信念、 价值标准、 行为规范和群体意识ꎬ 提

高了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和业务能力水平ꎮ 环境

保护部党组 ２０１６ 年开展 １４ 次中心组理论学习ꎬ
坚持 “学习一个专题ꎬ 推动一方面工作”ꎬ 形

成一批理论成果在 «求是» «学习时报» «党
建研究» 等刊物发表ꎬ 指导环保工作实践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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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ꎬ 环境保护部举办 １１ 期系列报告会ꎬ
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两项党内法规、 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等内容ꎬ 受到党员干部好评ꎮ 有的部属单

位采用 “研究型学习” “学习型研究” 相结合

的 “两型学习法”ꎬ 加强学习深度和指导性ꎮ
有的部属单位全面抓好学习制度落实ꎬ 部署任

务、 审定计划ꎬ 严格执行考勤制度ꎬ 形成长效

机制ꎮ 有的省厅制定年度党课教育计划ꎬ 召开

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交流会ꎬ 并将学习

成果汇编成册ꎮ
二、 紧紧扭住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心

推进党建业务双融合ꎬ 为民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紧紧扭住改善环境质

量这个核心ꎬ 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心工

作相融合ꎬ 凸显服务中心、 建设队伍的积极作

用ꎮ 充分发挥群团桥梁和纽带作用ꎬ 紧紧围绕

环保中心任务ꎬ 结合自身职责ꎬ 深入开展巾帼

建功、 建言献策和学雷锋、 志愿服务等活动ꎬ
扎实做好 “五一” 劳动奖章、 “五四” 青年奖

章、 “三八” 红旗手评选表彰ꎬ 形成比学赶帮

超良好氛围ꎮ 环境保护部聚焦生态环保重点难

点ꎬ 连续组织 ４ 次创新大讨论ꎬ 参会人员覆盖

各部门各单位和 ３０ 余个省、 市、 县 (区) 环

保部门的负责人ꎬ 累计 ３００ 余人次参会ꎬ １６０
余人次发言ꎬ 形成 １０ 余项具体成果ꎬ 有力推动

环保工作ꎮ 有的部属单位把大讨论和演讲活动

结合ꎬ 集中探讨面临的机遇挑战ꎬ 梳理问题清

单ꎬ 逐项解决ꎮ 有的部属单位组织多个调研组

深入县、 乡镇ꎬ 与地方政府、 企业和农户直接

接触ꎬ 围绕县乡环境的治理、 政策、 管理体制

等专题调查走访ꎬ 为科学制定政策提供保障ꎮ
有的省厅成立攻坚先锋队和青年突击队ꎬ 发挥

党组织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ꎬ 在

“９３”阅兵、 夏季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等工作

中ꎬ 圆满完成目标任务ꎮ 有的省厅开展 “服务

基层、 服务企业” 和 “进村入企走基层、 服务

解难优环境” 等活动ꎬ 坚持班子成员带案下

访ꎬ 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实际问题ꎮ 通过深入

基层密切联系群众ꎬ 环保系统党员干部为民服

务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ꎬ 受到当地民众认可ꎮ
三、 开展专题教育ꎬ 党员干部工作作

风进一步转变
为切实解决环保系统少数党员自说自话、

自干自活、 自怨自艾、 单打独斗等突出问题ꎬ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 专

题教育ꎬ 指导地市环保部门开展相关工作ꎬ 取

得良好效果ꎮ 环境保护部制定 «环境保护部党

组关于在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 “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的实施方案»ꎬ 陈吉宁部长以

讲党课形式动员部署ꎮ 部党组中心组率先开展

三次专题研讨ꎬ 每位部领导结合工作实际和学

习体会进行主题发言、 讲党课ꎬ 形成一系列高

质量学习成果ꎮ 部党组对照党章和 “三严三

实” 要求ꎬ 召开高质量专题民主生活会ꎬ 深入

查找不严不实问题ꎬ 深刻剖析原因ꎬ 制定整改

措施ꎬ 部党组成员之间坦诚相见、 开诚布公ꎬ
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达到了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的目的ꎮ 部党组制定 «环境保护部作

风建设责任清单»ꎬ 针对中央专项巡视指出环

境保护部机关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制定 ４ 大

类 ４９ 项改进措施ꎬ 明确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ꎬ
狠抓落实ꎬ 取得明显效果ꎮ 有的部属单位把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与基层调研结合ꎬ 坚持

问题导向ꎬ 深入督查执法一线ꎬ 集中解决矛盾

突出的问题ꎮ 有的省厅下功夫查摆不严不实问

题ꎬ 提出 “找不准问题是不够负责任、 找不出

问题是不负责任、 不找问题是极端不负责任”ꎮ
有的省厅开展 “问题在哪里、 症结在哪里、 对

策在哪里、 落实在哪里” 的 “四个在哪里” 大

讨论ꎬ 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想问题、 找差距ꎮ 通

过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环保系统

行风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ꎬ 党员干部查实情、
办实事、 求实效的能力大幅提高ꎮ

四、 狠抓中央专项巡视整改落实ꎬ 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一步推进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巡视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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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ꎬ 列出清单、 认真整改、 逐一落实ꎬ 将巡视

整改作为加强党建的核心工作来抓ꎬ 确保完成

各项整改ꎮ 环境保护部党组召开全国环保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暨巡视整改落实动员视频

会ꎬ 陈吉宁部长作出部署ꎬ 提出明确要求ꎮ 组

织制定 «环境保护部巡视整改落实事项责任清

单»ꎬ 提出 ５ 大类、 ８０ 项整改措施ꎮ 目前ꎬ ６４
项已完成或基本完成ꎬ 其余中长期任务取得阶

段性成效ꎮ 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了 «中央巡视组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ꎬ 得到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认可ꎮ 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领

导干部及亲属违规插手环评审批或承揽环评项

目情况自查ꎮ 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集中开展

“强作风、 严纪律、 作表率” 党风廉政教育月

活动ꎬ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ꎬ 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ꎬ 实现主

体责任全覆盖ꎮ 相关部属单位对 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

环评资质审批、 建设项目环评、 竣工环保验收

情况逐一清查ꎬ 部属 ８ 家环评机构提前全部脱

钩ꎮ 有的省厅对班子成员及基层党组织书记履

行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 作风建设、 制度建设

等情况量化考核ꎬ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有效落实ꎮ 有的市局围绕 “小资金” “小采购”
“小审批” 和 “小处罚” 等环保 “微权力” 专

项监督ꎬ 总结 “治微” 工作法ꎬ 创新风险防控

机制ꎮ 以巡视整改落实为抓手ꎬ 环保系统各级

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明显

增强ꎮ
五、 注重抓基层打基础ꎬ 激发党组织

和党员队伍生机活力ꎬ 形成上下信任、 左

右信任、 组织与组织信任的生动局面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把优化结构ꎬ 加强党

务干部队伍建设ꎬ 作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党

建工作的重要保障ꎮ 环境保护部召开中国共产

党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ꎬ １３０
多名党代表、 ２０ 名列席代表参会ꎮ 陈吉宁部长

在会上要求ꎬ 环保部门党员干部要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ꎬ 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和先锋模范作

用ꎬ 用又严又实的作风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ꎮ
经过全体代表投票选举ꎬ 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环

境保护部直属机关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

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ꎮ
在部党组织大力支持下ꎬ 经过民主推荐和充分

酝酿ꎬ 一批干部被充实到党务纪检队伍ꎬ 切实

提升了战斗力和凝聚力ꎮ 有的部属单位加强对

年轻党务干部的培养ꎬ 建立激励机制ꎬ 选拔有

热情、 有干劲、 能力强的干部到党务部门工

作ꎬ 做好党务工作传帮带ꎮ 有的省厅以 “派出

去、 引进来” 的形式ꎬ 增强党务和业务干部流

动性ꎬ 切实提升党务干部能力水平ꎮ 打牢党的

组织基础和配齐配强党务干部队伍ꎬ 为环保系

统精神文明建设和党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组织保

障ꎬ 有力保证党中央、 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ꎬ 取得成效ꎮ
六、 通过创新活动载体ꎬ 凝聚环保干

部队伍干事创业精气神ꎬ 建设忠诚干净担

当的环保铁军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把培育环保特色机关

文化ꎬ 建设一支忠诚、 干净、 担当的环保铁

军ꎬ 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推进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先

进典型ꎬ 深入开展学习身边人身边事活动ꎬ 弘

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ꎬ 真正形成干部队伍昂

扬向上、 开拓进取、 敢于担当的精气神ꎮ 环境

保护部开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直属机关先进评选表

彰活动ꎬ 对 ２８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９０ 名优秀

共产党员和 ２７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ꎬ 陈

吉宁部长出席会议并提出 “四个牢固树立”ꎬ
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先进典型学习ꎮ 组织开展

“环境保护部应对天津 ‘８１２’ 特别重大火灾

爆炸事故优秀共产党员” 专项表彰ꎬ 对 １７ 名

不畏艰险、 忠于职守的共产党员进行表彰ꎮ 深

入贯彻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意见»ꎬ 发挥群团组织优势ꎬ 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转化为生动活泼、 特色鲜明、 富有成

效的群众性实践ꎬ 着力推动机关文化建设ꎮ 坚

持开展 “送温暖、 送健康、 送服务” 活动ꎬ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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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各类文体活动 １１ 项ꎬ 同时ꎬ 组织青年干部深

入县级环保部门开展 “根在基层” 实践ꎬ 引导

青年成长成才ꎮ 国家核安全局开展核安全文化

宣贯专项行动ꎬ 牢固树立 “严之又严、 慎之又

慎、 细之又细、 实之又实” 理念ꎬ 引领党员干

部坚守核与辐射安全的精神家园ꎮ 有的省厅开

展 “道德讲堂” “全民阅读书香机关” 活动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引导党员干部走在

前作表率ꎮ 有的省厅开展 “绿色学校” “绿色

社区” 创建ꎬ 传播绿色文化ꎬ 牢固绿色理念ꎮ
通过宣传教育和典型引领ꎬ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

织学先进、 树形象、 扬正气ꎬ 营造健康向上的

机关文化氛围ꎮ

特色活动

深入开展生态环保重点工作

创新系列大讨论
４ 次大讨论紧扣生态环境保护当前和长远

的重点工作ꎬ 立足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ꎬ 分别

以 “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 和编制

好 ‘十三五’ 环保规划” “环评和监测工作创

新” “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治和环境执法工

作创新” “地方环保部门生态环保重点工作创

新” 为主题ꎬ 突出了生态环保领域改革的

重点ꎮ
大讨论紧紧围绕改善环境质量这一核心ꎬ

聚焦生态环保重点工作创新ꎬ 既有宏观设计也

有微观考量ꎬ 既有全局视野也有具体策略ꎬ 既

有体制创新也有政策建议ꎬ 既有改革思维也有

法治视角ꎬ 既重当前破题也重长远破局ꎬ 开阔

了推动生态环保事业发展的思路ꎮ
系列大讨论参会人员覆盖了各部门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和相关同志ꎬ 以及 ３０ 余个省、 市、

县 (区) 环保部门负责人ꎬ 累计参会 ３００ 余人

次ꎬ 发言 １６０ 余人次ꎬ 其中ꎬ 部机关及派出机

构、 直属单位司、 处级干部 １０４ 人次ꎬ 省级环

保部门司、 处级干部 ４ 人次ꎬ 市、 县级一线环

保干部 ２６ 人次ꎬ 自由讨论发言 ３０ 余人次ꎬ 深

入了解环保系统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在工作中

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地方探索创新的有益经

验ꎬ 为深化生态环保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奠

定了基础ꎮ
在 ４ 次集中讨论的基础上ꎬ 大家进一步开

阔视野、 拓展思路、 达成共识ꎬ 形成 «生态环

境监 测 网 络 建 设 方 案 实 施 计 划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０) » (征求意见稿)、 «国家环境监测事权

上收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等 １０ 余项具体

成果ꎬ 进一步指导实践ꎬ 强化了对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的落实ꎮ

(环境保护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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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是实施 “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

年ꎬ 也是水利改革发展中极不平凡的一年ꎬ
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线来说也是成果丰硕的一

年ꎮ 一年来ꎬ 水利精神文明建设按照中央文

明委和水利部党组的要求部署ꎬ 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着力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ꎬ 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着力推进水文化繁荣发展ꎬ 为推动水利改革

发展新跨越、 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坚强的思

想保证、 强大的精神力量、 丰润的道德滋养、
良好的文化条件ꎮ

一、 思想建设强基固本
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以尊崇

党章、 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ꎬ 以用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为根本任务ꎬ 通

过专题集中学习研讨、 开设专题网站、 编发专

题简报、 编印学习材料、 运用支部工作 ＡＰＰ 等

方式ꎬ 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笃行中厚植理想信

念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习领会党中央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增强 “四个意识”
特别是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强化使命担当ꎮ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宣传

教育ꎬ 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

习和 “中国梦我的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紧密联系水利改革发展中的

重点热点问题ꎬ 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国家法律法规ꎬ 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组织 “聚焦 ‘十三

五’、 共谋建小康” 主题联学、 学习品牌案例

征集展示、 “百场支部学习会、 千名书记讲党

课、 万名党员写感言”ꎬ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部党组的决策部

署上来ꎮ
二、 核心价值凝心聚力
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举办全国水利文明单位 (北方片) 党委书记学

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贯班ꎬ 研究策划

«水利系统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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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ꎬ 进一步增强文明单位党委书记培育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和能力ꎮ 以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为契机ꎬ 组织参加 “不忘初心　 继续前

进” 中央国家机关庆祝建党 ９５ 周年暨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干部职工文艺会演ꎬ 并结合

水利实际ꎬ 组织举办水利部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革

命歌曲演唱会、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书画

作品展以及见证———２０１６ 抗洪纪实摄影展ꎬ 持

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ꎮ 开展

“践行核心价值观　 争做最美水利人” 主题实

践活动ꎬ 各地各单位共推荐 ７５ 名 “最美水利

人” 候选人ꎮ 广泛宣传水利凡人善举、 身边好

人ꎬ 编辑出版 «中国水利人 (二) »ꎬ 塑造水

利行业文明风尚ꎮ 推进水利诚信体系建设ꎬ 加

强水利建设市场信息公开公布ꎬ 开展水利建设

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工作ꎬ 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

９ 部门印发 «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

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ꎬ 提升行业诚信

程度和干部职工职业素质ꎮ
三、 文明创建不断提升
开展对前四届全国文明单位和前七届全国

水利文明单位复审复核工作ꎬ 组成 １０ 个复审组

对 ７９ 家水利文明单位进行了复审复核ꎬ 为申报

推荐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奠定基础ꎮ 组织开展

精神文明建设专题调研ꎬ 通过集中座谈、 问卷

调查、 查阅资料、 实地考察等方式对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５ 个计划单列市及新疆建

设兵团水利部门开展调研ꎬ 发放调查问卷 １６００
份ꎬ 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水利精神文明建设

提供决策参考ꎮ 研发水利系统文明单位网上申

报及管理系统ꎬ 举办系统试运行培训班ꎬ 推动

提升文明单位创建信息化管理水平ꎮ 开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全国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申

报及考核工作ꎬ 进一步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水平ꎬ 规范文明施工行为ꎮ 联合团中央开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评选工作ꎬ 推

荐 １４ 个集体为 “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ꎬ １ 个

集体为 “特别推荐集体”ꎮ

四、 志愿服务打造品牌
作为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

主办单位ꎬ 联合团中央及全国水利系统各级团

组织、 青年志愿者机构面向全社会发起以 “人
人节水　 志愿先行” 为主题的节水护水志愿服

务行动ꎬ 推动更多的公众自觉加入到节水护水

行列ꎮ 在 ２０１６ 年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上ꎬ ９１ 项节水护水类志愿服务项目分获

金、 银、 铜奖ꎬ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推送的 “甘
泉润万家志愿行” 等 １２ 个节水护水项目荣获

大赛金奖ꎮ 组织开展水利系统 “关爱山川河

流保护河流尾闾” 志愿服务及公益宣传活

动ꎬ 广泛宣传我国基本水情和水资源形势ꎬ 提

高人们保护河流尾闾意识ꎬ 引导社会公众争做

关爱山川河流的先行者、 推动者、 践行者ꎮ 水

利部在中央国家机关志愿者服务工作情况汇报

会上作了交流发言ꎬ 介绍了水利系统志愿服务

工作经验ꎮ
五、 水文化建设扎实推进
认真抓好 «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 的组织实施ꎬ 制定 «水文化建设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行动计划»ꎬ 加强对水文化建设

的协调指导ꎮ 开展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

例征集展示活动ꎬ 评选出 １０ 个富含水文化元素

的典型案例ꎬ 为其他水工程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与启示ꎮ 组织开展 “基于水利实践的水文化建

设” 专题调研和 “水文化体系建设” 专题研

究ꎬ 梳理水文化发展现状ꎬ 完善水文化体系内

涵和要素ꎬ 构建系统科学和有生命力的水文化

体系ꎮ 加强水文化遗产数据库和管理系统建

设ꎬ 做好历史山洪灾害和历史海洋灾害等数据

资料的采集整编工作ꎮ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沟通ꎬ 配合有关部门成功将太湖溇港、 郑国

渠、 槎滩陂 ３ 处中国古代灌溉工程列入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名单ꎬ 安徽寿县芍陂农业遗产成功

申报农业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ꎮ 加强水情

教育基地建设ꎬ 中国水利博物馆、 北京节水展

馆等 ８ 家单位荣获第一批国家水情教育基地ꎮ
开展 “美丽中国水” 主题系列宣传活动ꎬ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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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水文化微信公众平台ꎬ 多渠道、 多途径传

播水文化ꎮ 发挥水利风景区传承发展水文化的

重要作用ꎬ ２０１６ 年度新增 ５９ 个国家水利风景

区ꎬ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ꎮ 组织开展水文化建设方面的水利现代远程

教育专题制播工作ꎮ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史

典» (一期工程)ꎬ 推进 «中国水利史典» (二
期工程) 编纂工作ꎬ «中国水利史典» 荣获第

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 (图书) 奖ꎮ 编撰出版

«道光朝东西两防海塘全纪» «水去哪儿了» 以

及 «中华水文化书系» 数字化工程ꎬ 制作出版

«中华治水故事» ３Ｄ 动画片与 ＭＰＲ 出版物ꎮ
组织实施中国经典水利史料数据库和中国现代

江河水利志资源库建设项目ꎮ

(水利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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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农业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加强党员干部的理

想信念教育ꎬ 着力提升干部职工思想道德水平

和文明素养ꎬ 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扎实推进文明和谐机关建设ꎬ 精神文明建

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ꎬ 为 “十三五”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开好局、 起好步提供了坚强

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深

入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结合起来ꎬ 充分发挥

各单位中心组引领带动作用ꎬ 着力抓好全会精

神的贯彻落实ꎮ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ꎬ
部党组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ꎬ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 第一时间专题研究

部署ꎬ 部党组带头、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ꎬ 各位

部党组成员原原本本学习文件、 讲话ꎬ 撰写学

习体会ꎬ 在部党组中心组 (扩大) 学习会上ꎬ
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ꎬ 讲体会、 谈收获ꎬ

深入交流学习成果ꎮ 机关党委制定 «农业部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工作安排

表»ꎬ 排出 １８ 项具体任务ꎬ 明确学习重点内

容、 责任单位ꎬ 建立学习台账ꎮ 各单位党组织

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纳入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ꎬ 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贯彻方案ꎬ 通过

提炼 “严格基层组织生活支部工作法”、 细化

党员学习教育 “灯下黑” 问题清单、 开展 “每
天半小时学习活动”、 用好 “支部工作 ＡＰＰ”
等ꎬ 扎实推动学习ꎬ 迅速掀起了学习六中全会

的热潮ꎮ 通过学习ꎬ 广大党员干部对六中全会

的重要意义有了全面深刻理解ꎬ 对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更加坚定自

觉ꎬ 对 «准则» «条例» 基本精神和规定有了

更好把握ꎬ 对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有了更强

烈的自觉ꎬ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ꎬ 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部

署上来ꎬ 为开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打下

良好基础ꎮ
二、 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按照中央部署ꎬ 在部系统扎实组织开展了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

习教育ꎮ 在学习教育中ꎬ 部党组坚持学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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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在先ꎬ 先后组织 １０ 次专题、 ４ 次中心组学

习ꎬ １３ 位部领导带头讲党课ꎬ 自觉以普通党员

身份参加所在支部学习ꎬ 赴基层联系点指导工

作ꎬ 与广大党员干部一起讨论交流、 一起接受

教育ꎬ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

作ꎮ 部党组坚持 “严” 字当头ꎬ 有力推动学习

教育开展ꎬ 先后 ３ 次组建督导组ꎬ 分别对各单

位落实 “三会一课一费” 制度情况进行重点督

查ꎬ 对学习教育进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ꎬ 对各

单位落实 “两个责任” 等党建重点工作进行综

合督查ꎬ 把重点放在一线、 放在支部ꎬ 与基层

支部、 党员面对面ꎬ 帮助找准问题、 改进工

作ꎮ 先后组织开展基层党组织超期不换届、 党

的组织生活不严格、 党员管理不规范、 不按规

定交纳党费和机关党员干部学习教育 “灯下

黑” 等问题专项整治ꎬ 从严从实抓好机关党员

干部学习教育ꎮ 在部党组有力引导和严格督导

下ꎬ 各基层党支部持续推动学习教育不松劲ꎬ
以 “三会一课”、 组织生活会等为基本形式ꎬ
不断丰富学习载体、 创新学习方式ꎬ 定期开展

专题研讨交流ꎬ 编印学习教育手册、 编发手机

报、 建立 “两学一做” 微信群、 制作学习教育

工作日历等ꎬ 吸引党员自觉学、 主动学ꎬ 切实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支部、 每名党

员ꎮ 中央 “两学一做” 网站、 共产党员网、
«中国组织人事报» 先后刊发了 ３ 篇农业部学

习教育开展的文章ꎬ 介绍农业部的有关经验和

做法ꎮ
三、 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
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 把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

的基础工程ꎬ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ꎮ 创新学习载体ꎬ 充分利用局域网、 宣

传橱窗、 电子屏等设施深入阐释核心价值观的

基本内涵、 重大意义ꎬ 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机关党的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 机关

文化建设的全过程ꎬ 大力培育传承为民务实清

廉的优良传统、 机关文化ꎬ 努力打造具有农业

行业特色的价值观ꎬ 增强干部职工队伍的凝聚

力、 战斗力ꎮ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ꎬ 突出抓好理

想信念教育、 国情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 警示

教育ꎬ 采取主题党日、 专题党课、 主题教育实

践等多种形式ꎬ 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ꎬ 牢固树立宗旨意识ꎬ 牢固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 权力观、 事业观ꎬ 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ꎬ 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

信、 文化自信ꎮ 大力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道

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建设ꎬ 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ꎬ 始终保持健康

生活情趣和高尚道德情操ꎮ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引领作用ꎬ 激发干部职工形成善良的道德意

愿、 道德情感ꎬ 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

任ꎬ 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实践能力ꎬ
在部系统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ꎮ 评选表彰

农业部直属机关 “两优一先” 及 “十佳青年”ꎬ
引导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身边榜样学习ꎬ 践行

“四讲四有”ꎮ
四、 着力推进文明和谐机关建设
按照 «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实

施办法» 的规定ꎬ 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创建ꎬ 引

导党员干部自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 诚

信风尚的引领者、 公平正义的维护者ꎮ 充分发

挥群团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ꎬ 出台了部党组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意

见»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实施意

见»ꎬ 进一步强化对统战工作和群团组织的领

导ꎮ 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ꎬ 通报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形势和农业部党风廉政建设情况ꎬ 听

取做好 “三农” 工作的意见建议ꎮ 总结十八大

以来农业部统战工作ꎬ 起草 «农业部党组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情

况自查报告»ꎬ 得到了中央统战领导小组办公

室充分肯定ꎮ 坚持为困难职工和老党员、 生活

困难党员 “送温暖”ꎬ 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老党

员和生活困难党员活动ꎬ 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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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１２１ 个ꎬ 听取工作意见建议 １０１ 条ꎮ 在元旦

春节期间投入 “送温暖” 资金 ８０ ８ 万元ꎬ 慰

问困难职工 １６４ 名ꎬ ７ 位部领导共走访慰问困

难职工近 ４０ 人ꎮ 组织开展了 “根在基层” 调

研和回乡调研活动、 “捐赠书籍、 奉献爱心、
扶贫帮幼、 共奔小康———为贫困儿童捐书” 和

“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 公益活

动等ꎬ 各司局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响应、 踊跃参

加ꎬ 进一步营造了和谐团结、 积极向上的工作

氛围ꎮ 有 １ 名同志被授予 “全国三八红旗手”、
１ 个家庭被授予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ꎬ １ 个家

庭被授予 “２０１６ 年全国最美家庭”ꎬ 农业部被

评为中央国家机关 “天天健步走、 每天一万

步” 活动先进单位ꎮ
五、 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组织机关 １６ 个业务司局党组织与湖北省恩

施州、 湖南省湘西州的 １６ 个贫困村党组织结

对ꎬ 定期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ꎬ 为结对帮扶

村的经济发展出主意、 想办法ꎬ 帮助党员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ꎬ 不断增进与农民群众的感情ꎮ
组织青联各界别组织委员专家分赴四川、 重

庆、 湖南、 湖北、 河北、 广西、 新疆等地ꎬ 积

极开展扶贫调研ꎬ 采取多种形式ꎬ 对接精准扶

贫ꎮ 继续组织好党员干部志愿服务活动ꎬ 促进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ꎮ 充分发挥工青妇组织联系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ꎬ 在服务干部职工上下

功夫ꎮ 举办团干部培训班ꎬ 加强青年干部培

养ꎬ 为青年干部成长成才搭建平台ꎮ 开展机关

青年干部思想状况调查ꎬ 从统计情况来看ꎬ 部

系统青年干部理想信念坚定、 自觉加强政治理

论学习、 有较为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工作态度

积极ꎬ 对不断完善自我、 得到组织认可、 实现

自我价值有强烈愿望ꎮ 举办 “每月讲坛”、 中

青年干部论坛等活动ꎬ 增加干部职工知识储

备、 陶冶道德情操、 提升文化品位ꎮ 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ꎬ 不断丰富干部职

工精神文化生活ꎬ 倡导先进文明健康向上的生

活方式ꎬ 增强团队精神和单位凝聚力ꎮ 继续组

织开展健步走活动ꎬ 部领导与近千名干部职工

代表一起ꎬ 完成了 ６ 公里的赛程ꎮ 举行了 ２０１６
年农业部职工羽毛球比赛ꎬ ５６ 个司局单位的

７００ 余名职工参加了比赛ꎮ 举办了纪念长征胜

利 ８０ 周年书画摄影展ꎮ 充分发挥职工文体俱乐

部作用ꎬ 支持各俱乐部自主开展活动ꎬ 丰富干

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ꎬ 修订农业部职工文体俱

乐部管理办法ꎬ 新成立农业部职工户外健身俱

乐部ꎬ 文体俱乐部达到 １１ 个ꎬ 营造积极向上、
文明和谐的文化氛围ꎬ 为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

作凝心聚力ꎮ

特色活动

与扶贫点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起ꎬ 按照农业部定点扶贫工作

的统一安排ꎬ 部机关 １６ 个业务司局党组织与农

业部定点扶贫地区村党组织开展了 “一对一”

结对帮扶活动ꎮ 通过与帮扶村党支部联合召开

组织生活会、 座谈会、 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ꎬ
积极开展共建ꎬ 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ꎬ 宣讲

中央及部党组关于 “三农” 工作的政策措施ꎬ
解答农民群众的关切和疑问ꎬ 了解帮扶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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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发展需求ꎬ 共同探索脱贫致富之路ꎬ 不

断增进与基层群众的情感ꎮ 种植业司党支部在

与恩施州沙坝村党支部联学共建中ꎬ 确立 “一
个密切、 三个深入” 的共建目标ꎬ 即每月至少

联络 １ 次ꎬ 密切关注沙坝村发展动态ꎬ 坚持深

入产业谋划思路、 深入群众增进感情、 深入共

建锤炼党性ꎮ
各司局紧密结合帮扶村的实际情况ꎬ 因地

制宜ꎬ 充分发掘当地特色产业优势ꎬ 以产业扶

贫为重点ꎬ 突出项目支持、 政策倾斜ꎬ 有力推

动帮扶村经济向好发展ꎮ 在协助帮扶村制定发

展规划的同时ꎬ 各司局党组织着力解决制约帮

扶村发展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ꎮ 经管司党总

支与湖北省有关部门多次协调ꎬ 为恩施州春沟

村争取了 ２００ 万元财政以奖代补资金打通了村

里的断头路ꎬ 解决了村民多年出行难的问题ꎮ
财务司党支部申报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无偿援助

项目ꎬ 用于解决湘西州双坪村及周边村小学校

建设问题ꎬ 目前已通过立项ꎬ 资金预计上半年

到位ꎻ 协调湖南省农委安排 ３０ 万元解决双坪村

环境治理问题ꎮ
在推动帮扶村经济发展的同时ꎬ 面对贫困

地区的困难群众ꎬ 各司局党员干部热情伸出援

手ꎬ 献上爱心ꎬ 送出关怀ꎬ 进一步增进了与农

民群众的感情ꎮ 种植业司党支部在恩施州沙坝

村遭遇暴雨灾害后ꎬ 立即与沙坝村联系ꎬ 表达

慰问和关心ꎬ 协调湖北省农业厅ꎬ 争取农业生

产救灾资金ꎬ 及时拨付 ２０ 万元ꎬ 帮助沙坝村恢

复生产减少损失ꎮ 种子局党总支在 ２０１７ 年春节

前夕ꎬ 组织全体党员开展 “新春送温暖ꎬ 捐赠

献爱心” 活动ꎬ 并联合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党支

部积极捐赠ꎬ 为恩施州安子村贫困户捐赠现金

共计 １１７００ 元ꎬ 委托当地干部对全村留守老人、
学生、 困难户进行看望和慰问ꎬ 送去节日问

候ꎮ 农机化司党支部积极为农机企业开展扶贫

公益活动搭建平台ꎬ 有关企业在 ２０１６ 年中国

(武汉) 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现场向湘西州包

谷村捐赠了 ６ 台价值 ４５ 万元的农机装备ꎬ 指导

当地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ꎬ 与贫困户建立稳定

的帮扶关系ꎬ 帮助其获得长期稳定收益ꎻ 有关

企业向包谷村建档立卡的 ６３ 个贫困户发放米、
油ꎬ 为 ５３ 名小学生及学前儿童发放了书包及学

习用品ꎮ 兽医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

“送爱心棉衣活动”ꎬ 为湘西州科皮村困难群众

捐赠了过冬棉衣ꎬ 并对当地贫困家庭进行了走

访慰问ꎮ 农垦局党支部组织开展了为湘西州羊

峰山农垦场贫困职工募捐活动ꎬ 全局党员干部

积极响应ꎬ 共捐款 １ ６ 万余元ꎬ 农垦局负责同

志带队将捐款当面送到了农垦场贫困职工手

中ꎮ 渔业局党支部协助湘西州太坪村党支部筹

建图书阅览室分 ２ 批提供了大量党建和科普书

籍ꎻ 组织党员干部赠送村民衣物ꎬ 向太坪村小

学全体学生赠送了书包、 文具和体育用品ꎬ 走

访慰问了当地贫困老党员和村民ꎮ

(农业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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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年ꎬ 人民银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的工作部署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价值观为

重点ꎬ 以文明单位创建和央行志愿服务为载体ꎬ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ꎬ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ꎬ 营造了

积极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围ꎬ 为履行央行职责提供

了丰润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力量ꎮ
一、 注重统筹联动ꎬ 完善工作机制
２０１６ 年ꎬ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ꎬ 人民银行各级党委 (党
组) 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有力

抓手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完善党委 (党组) 领

导、 “一把手” 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 其

他领导配合抓、 各部门齐心合力抓的工作机制

和 “一岗双责” 责任制ꎬ 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单位、 部门、 岗位、 责

任人ꎮ 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

会议ꎬ 分析精神文明建设形势ꎬ 讨论解决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ꎬ 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

目标、 思路和措施ꎮ 各级文明办以召开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推进会等形

式ꎬ 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ꎮ 通

过上下联动、 协力推进ꎬ 形成了人人了解、 人

人参与的良好氛围ꎮ
二、 注重融入贯穿ꎬ 凝聚价值共识
１ 认真组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调研工作ꎮ 研

究制定了人民银行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实

施方案ꎬ 采取分支行调研与总行组成专题调研组

开展现场调研相结合ꎬ 形成了 «人民银行系统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报中央文明办ꎮ
２ 按照常态化推进、 自觉践行、 突出央行

特色的思路ꎬ 以探索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促

进工作履职为重点ꎬ 认真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方案»ꎮ
利用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 职工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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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举办培训班、 专家辅导、 专题讨论、 领导

干部大讲堂等形式ꎬ 组织深入学习、 理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运用漫画、 照片、 文字相结

合的纪实形式开展 “画说我们的价值观” 活

动ꎬ 展示身边事例、 成果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入脑入心ꎮ 采取报告会、 演讲等传统方

式与网络、 微信等新媒体相结合ꎬ 深入开展

“弘扬核心价值观、 讲好央行微故事” 主题活

动ꎬ 全系统共推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微故事” １６９ 个ꎮ
３ 持续开展 “我们的价值观、 我践行” 活

动ꎬ 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履行中央银行职责之

中ꎮ 一是以 “富强” 的价值理念为引领ꎬ 将核

心价值观融入贯彻执行货币政策、 积极发展普

惠金融支持地方发展、 加强金融管理、 改善金

融生态、 优化金融服务的各项职责中ꎬ 以求核

心价值观落地和履行央行职责有机融合ꎮ 二是

积极开展 “法治” 央行建设ꎬ 把 “法治” 核心

价值观的要求具体化ꎬ 教育引导员工强化法治

意识、 法治思维ꎬ 恪守职业道德、 规范职业行

为ꎬ 坚持依法履职、 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ꎬ 以

法治促公平、 促落实、 促发展ꎮ 三是推动培育

和践行 “诚信” 核心价值观ꎬ 引导干部职工做

诚信公民ꎬ 强化社会责任ꎬ 把增强征信意识、
普及征信知识、 推进征信体系建设、 营造恪守

诚信的金融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履职价值

目标和精神追求ꎮ
４ 继续广泛开展 “我为好人好事点赞” 专

题宣传活动ꎬ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利用电视电话会议系统举办了 “为党旗添

光彩———人民银行系统庆祝建党 ９５ 周年 ‘两
优一先’ 表彰暨先进事迹展示报告会”ꎬ 通过

播放视频短片、 现场事迹分享、 微信互动、 对

党说句心里话等灵活形式ꎬ 展示 “两优一先”
先进事迹ꎮ 各分支机构持续开展 “我推荐、 我

评议身边好人” “身边的榜样” “寻找最美基层

央行人” 等活动ꎬ 注重以身边先进典型感染

人、 引导人、 激励人ꎬ 把选树好人好事、 身边

榜样、 优秀行员等道德榜样作为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ꎮ 人民银行淮安市中支

冯梦被评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中国好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在人民银行官网和内网宣传 ４０ 多个人民银行系

统的好人好事ꎬ 为干部职工树立学习榜样ꎮ
三、 注重突出特色ꎬ 丰富创建内涵
１ 召开专题工作座谈会ꎮ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 总

行文明办组织召开了总行机关、 直属企事业单

位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管理机制研究讨论会ꎬ 并

采取书面和现场调研、 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

式ꎬ 开展专题研究工作ꎬ 完成了 «如何发挥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对 “抓班子、 带队伍、 促履

职” 重要作用» 课题研究ꎮ 人民银行各级文明

办在全面总结 ２０１５ 年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的基础

上ꎬ 认真分析目前面临的创建形势ꎬ 查找存在

的突出问题ꎬ 研究制定推进 ２０１６ 年创建工作的

措施ꎮ
２ 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督查ꎮ ２０１６ 年上

半年ꎬ 人民银行文明办制定 «２０１６ 年人民银行

系统开展文明单位创建督查实施方案»ꎬ 成立

督查组ꎬ 采取自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ꎬ 以提

精神、 提素质、 提质量的 “三提” (提振干部

职工精神状态、 提升干部职工素质、 提升业务

工作质量) 为主要内容ꎬ 对人民银行直属企

业、 副省级城市以上分支机构新一轮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促ꎬ 加强分类指导和

重点培育ꎬ 并在 «宣传工作通讯» 通报督查情

况ꎬ 促进了创建工作的落实ꎮ
３ 围绕中心工作和履职ꎬ 开展多种形式的

创建活动ꎮ 按照丰富创建内容、 提升创建质

量、 推动履职能力不断提升的思路ꎬ 以 “五个

一” 活动为载体ꎬ 开展了以强化理想信念、 提

升道德情操、 境界修养、 党性观念为主题的各

类教育实践活动ꎬ 锻造干部职工思想道德素

质ꎮ 实施素质提升工程ꎬ 持续通过领导干部大

讲堂、 专家辅导、 专题培训等形式ꎬ 不断提升

干部职工履职能力和履职水平ꎮ 围绕中心、 贴

近业务ꎬ 以丰富多彩的形式ꎬ 开展各类主题创

建活动ꎬ 推动贯彻落实宏观金融政策、 维护金

融稳定、 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等央行职责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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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ꎮ 抓好 “细胞” 创建ꎬ 广泛开展创建文明

处、 科、 股 (室)、 “文明示范岗” “文明窗

口” 等活动ꎬ 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推广开展文明

单位创建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好做法ꎮ
４ 完成文明单位创建管理系统升级完善工

作ꎮ 为实现创建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管理ꎬ 针

对前期 “综合办公服务管理系统———人民银行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管理应用” 运用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ꎬ 申请了 ２０１６ 年人民银行信息化

建设项目立项ꎬ 并得到批准ꎬ 与科技部门配合

对系统进行了升级完善ꎮ
四、 注重丰富载体ꎬ 锤炼思想道德
１ 继续抓好道德讲堂建设ꎮ 以举办培训

班、 先行试点、 典型示范、 全面推广等方法ꎬ
采用 “我听、 我看、 我讲、 我议、 我选、 我

行” “６＋Ｎ” 模式ꎬ 通过诵经典、 传道德、 讲

故事、 谈感悟、 作承诺和送祝福等形式ꎬ 创造

性开展道德讲堂建设ꎬ 使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教育ꎬ 自觉产生认知认同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人民银

行系统全年共组织开展道德讲堂 ３０００ 余次ꎮ 针

对诚信和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ꎬ 采取学习教

育、 个人自查、 集中整改等措施ꎬ 开展道德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工作ꎬ 取得扎实

成效ꎮ
２ 开展 “家风、 行风伴我行” 活动ꎮ 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以及央

行优良传统等融入贯穿于家风、 行风建设中ꎮ
以修身做人为主题ꎬ 开展写家训、 晒家规、 育

家风活动ꎬ 建设文明家庭ꎮ 通过举办 “家规、
家训、 家风” 故事会、 展示会等形式ꎬ 开展寻

找 “文明家庭” 活动ꎬ 引导干部职工争创 “文
明家庭”ꎮ 积极做好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

推荐工作ꎬ 原人民银行科技司副司长陆书春家

庭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ꎮ
３ 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公德基金褒奖善行义

举和扶危济困作用ꎮ 年初评选奖励了 ２０１５ 年度

人民银行公德奖获得者 ２０ 人ꎬ 并在 «金融时

报»、 人民银行官网和内网大力宣传了公德奖

获得者的先进事迹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共使用公德基金

８０ 万元资助在职特困职工 ４０ 名ꎮ
五、 注重知行合一ꎬ 志愿服务常态化
１ 以 “弘扬志愿精神 　 传递央行正能量

———志愿花开香满园” 为主题ꎬ 举办了人民银

行系统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成果展ꎬ 宣传开展

志愿服务的经验做法和先进事迹ꎬ 激发广大干

部职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ꎮ
２ 积极开展金融服务、 雪中送炭和社会公

益服务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开

展志愿服务项目 １２ 大类ꎬ 服务品牌上千个ꎬ 志

愿者服务队成员上万人ꎮ 通过开展金融知识进

社区、 进乡村、 进学校、 进市场 (城乡商品市

场) 的 “四进” 活动ꎬ 向公众普及金融知识ꎬ
传播金融文化ꎬ ２０１６ 年结对社区、 乡村、 学

校、 市场等共计 ９６１４ 个ꎮ 开展以 “关爱他人”
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建立扶贫点 １６３４ 个ꎬ
通过结对帮扶、 定点定人服务等方式ꎬ 开展为

贫困人群、 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 残

疾人等弱势群体奉献爱心活动ꎬ 取得了良好

效果ꎮ
３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和 ９ 月ꎬ 人民银行系统组织志愿服务队和志

愿服务小组ꎬ 集中开展了金融知识宣传和社会

公益爱心等活动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６ 年ꎬ 全系统共

组织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社会公益等集中性志

愿服务活动 ４０００ 余次ꎮ
六、 注重岗位文化ꎬ 培养文明风尚
人民银行系统各单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ꎬ 采取专题研究、 召开座谈会等形

式ꎬ 认真研究总结提炼具有自身特色的央行精

神、 部门理念、 岗位格言ꎬ 在人民银行系统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央行文化体系ꎮ 根据不同地域

文化特点ꎬ 吸收地域文化精华ꎬ 丰富央行文化

内涵ꎮ 今年以来ꎬ 以打造 “工作充满活力、 生

活充满快乐、 干部充满机会、 事业充满希望”
的央行机关建设目标ꎬ 开展央行文化 “三进”
(进机关、 进岗位、 进员工) 主题实践活动ꎮ
同时采取岗位践行、 典型示范等多种方式ꎬ 引

导干部职工在工作中积极践行央行精神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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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理念ꎮ 各分支机构开展以 “珍爱岗位我最

‘诚’、 习练业务我最 ‘精’、 岗位履责我最

‘优’、 风险防范我最 ‘严’、 为民服务我最

‘实’ ” 的 “五最” 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岗位文

化建设活动ꎬ 使央行精神和岗位工作理念真正

落到了实处ꎮ 围绕 “做文明有礼的央行人” 等

主题ꎬ 深入开展文明餐桌、 文明交通、 文明旅

游、 文明上网和文明服务行动ꎬ 不断提高干部

职工文明素养ꎮ

特色活动

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
人民银行将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ꎬ 加强对志愿

服务活动的整体安排部署推进ꎬ 推动志愿服务

活动的经常化、 项目化、 品牌化ꎬ 不断把志愿

服务活动引向深入ꎮ
一是注重培育孵化ꎮ 引导各单位结合人民

银行履职和地方实际ꎬ 积极挖掘和传承优秀的

志愿服务精神ꎬ 搭建服务平台ꎬ 拓展服务领

域ꎬ 指导、 鼓励和支持有特色的志愿服务组织

发展壮大ꎬ 推动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志愿服

务品牌ꎮ 如甘孜中支 “马背金融宣传志愿服务

队”ꎬ 结合地处全国第二大藏区和老少边穷不

通公路的实际ꎬ 骑在马背上向广大牧民送去最

实用的金融知识ꎬ 用最真挚的感情让牧民共享

金融改革发展成果ꎬ 被誉为 “马背上的金融伺

者”ꎮ
二是注重氛围营造ꎮ 将志愿服务的要求贯

穿融入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全过程ꎬ 在开

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我为身边好人

点个赞” 等活动过程中ꎬ 不断加大对优秀志愿

者的评选表彰力度ꎬ 积极营造向志愿服务先进

个人学习的良好氛围ꎮ 福州中支开展 “我为身

边好人好事点个赞” 活动ꎬ 经系统内各单位层

层推选、 各级文明委投票初选、 干部职工网上

微信点赞投票、 中支文明委组织评审、 党委审

核等程序ꎬ 评选出 ２０ 名 “福建最美央行人”ꎬ
其中ꎬ 热心公益类 ６ 名ꎬ 使优秀志愿者的事迹

广为人知ꎬ 并积极组织向优秀志愿者学习ꎮ
三是注重褒奖激励ꎮ 挖掘和选树志愿服务

先进典型ꎬ 在 “公德奖” 评选和优秀共产党员

等的评选中ꎬ 向经常性参与志愿服务的员工倾

斜ꎬ 通过表彰嘉许、 激励回馈ꎬ 激发广大干部

职工的参与热情ꎬ 促进志愿活动经常化持久

化ꎮ 如人民银行文明办每年组织的 “公德奖”
的评选中ꎬ 近年来更加侧重对参与志愿服务的

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ꎬ 使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

员工既得到物质上的奖励ꎬ 又在精神上得到鼓

励ꎬ 从而带动更多的员工参与到志愿服务

中来ꎮ
四是注重规范管理ꎮ 人民银行将系统志愿

服务划分为个人、 团队、 项目三大类别ꎬ 分类

别选树典型、 有针对性进行引导ꎬ 健全对志愿

者的注册、 管理、 服务机制ꎬ 按照不同的志愿

服务内容对志愿者进行培训ꎬ 人民银行系统既

涌现出更多捐资助学、 义务献血、 帮助困难群

众等的先进个人ꎬ 也涌现出组织更加规范、 服

务更加注重长期的志愿服务队ꎬ 以及逐步形成

品牌的志愿服务项目ꎮ 如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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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 “泉鑫全意” 志愿服务队ꎬ 下设党员、
青年、 女工等志愿服务分队ꎬ 设计了志愿服务

标识ꎬ 制作了队旗ꎬ 并举办了服务队成立命名

暨授旗仪式ꎬ 在做好金融服务、 金融知识宣传

为重点内容的金融志愿活动的基础上ꎬ 还积极

开展文明交通、 绿色环保等以回馈社会为主要

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开展文明单位 “精细化” 创建
在人民银行系统ꎬ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经过

２０ 多年持续抓、 深入抓ꎬ “抓班子、 带队伍、
促业务、 强管理” 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ꎬ 各级

行在创建中更加重视创建过程ꎬ 将创建抓实、
抓细ꎬ 人民银行系统文明单位创建逐渐走上

“精细化创建” 的道路ꎮ
一是创建主体 “精细化”ꎮ 为了抓出实效ꎬ

将创建主体由原来的单位整体细化为各个部

门、 每名员工ꎮ 建立创建联络员制度ꎬ 要求每

个部门指定一名联络员ꎬ 年初制定本年度创建

实施方案后ꎬ 组织召开创建联络员工作会议ꎬ
将创建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部门、 到岗位、 到

责任人ꎮ 文明创建工作纳入机关党建工作责任

制ꎬ 部门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ꎬ
主动做好本部门创建工作的领导、 组织和管

理ꎬ 以自身的示范行动带领干部职工参与ꎮ
二是创建内容 “精细化”ꎮ 人民银行文明

办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统一部署和指导ꎬ 进一步

明确、 细化创建内容ꎬ 使各级行明白文明单位

创建该从哪些方面抓ꎮ 人民银行文明办将创建

内容细分为领导班子建设、 干部职工队伍建

设、 业务工作、 内部控制管理四部分内容ꎬ 同

时又对每一部分细化为十几项具体的工作内容

及要达到的创建标准ꎬ 如干部职工队伍建设方

面ꎬ 明确要从开展理论学习、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思想道德教育、 志愿服

务活动、 央行文化建设、 业务技能培训、 党风

廉政建设、 业绩水平提升等几方面来抓ꎬ 力争

达到政治坚定、 道德良好、 能力过硬、 作风优

良、 奋发有为的创建标准ꎮ 创建内容的细化ꎬ

使得创建工作更加有的放矢ꎬ 创建措施更加切

实实际ꎬ 创建实效更加明显ꎮ
三是创建管理 “精细化”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人民

银行系统文明办组织对系统创建工作进行全面

督查ꎬ 督促各级行工作不松懈、 不应付ꎬ 对创

建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进行研究解答ꎮ 各级行通

过召开动员会、 推进会、 座谈会和开展文明创

建知识测试等多种形式ꎬ 大力宣传创建工作的

重要意义、 目标任务、 经验成效ꎬ 加强对创建

工作的培训指导和动态管理ꎮ 全面推动文明单

位创建电子管理系统在各级行的使用ꎬ 要求及

时上传创建工作信息ꎬ 及时对创建内容进行归

档整理ꎬ 上级行远程对下级行的创建工作进行

检查指导ꎬ 及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ꎬ 将

创建工作经常抓、 日常抓ꎬ 切实抓好每一个环

节的工作ꎮ

组织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 活动
人民银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对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通过深入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典型选树活动ꎬ 把

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根本要求转化为具体

实在、 可感可亲、 可信可行的人格力量和鲜活

教材ꎬ 引导干部职工以 “好人” 为榜样ꎬ 深化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亲身

践行ꎮ
一是评选过程突出价值导向ꎬ 体现多样

性ꎮ 在 “身边好人” 选树过程中ꎬ 注重以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多层面、 多角度

的树立 “好人” 标准ꎬ 让不同年龄、 不同层次

的员工都能够找到对照学习的标杆ꎬ 汲取到向

上的力量ꎮ 在评选出的 “身边好人” 中ꎬ 既有

“老黄牛” 式的一线员工ꎬ 也有勇挑重担的业

务骨干ꎬ 还有勤政廉政、 责任担当的领导干

部ꎬ 还有在生活中乐善好施、 积极参加公益活

动的 “社会好人”ꎮ 在评选中ꎬ 坚持事迹不分

大小ꎬ 先进不问出处ꎬ 只要具备群众认可度、
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和教育意义ꎬ 干部职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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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可亲、 可学ꎬ 都可以评选为 “身边好人”ꎮ
这种做法既能够让干部职工择其长处学习典

型ꎬ 也减轻了人们对榜样求全责备的压力ꎮ
二是发掘过程注重发动员工ꎬ 提高参与

度ꎮ “身边好人” 选树过程中ꎬ 始终坚持贴近

基层、 贴近生活、 贴近员工ꎬ 通过网上投票、
好人好事榜等灵活便捷的形式ꎬ 邀请干部职工

自己选典型ꎬ 选自己心目中的典型ꎬ 使推荐典

型的过程ꎬ 成为干部职工自我教育的过程ꎮ 文

明办定期组织各部门推荐上报身边好人ꎬ 及时

进行汇总、 核实ꎮ 组织开展 “为身边的好人好

事点赞” 活动ꎬ 将推荐人选事迹通过电子邮

件、 微信进行展示ꎬ 号召大家评议点赞ꎬ 并将

“点赞” 票数作为评选的重要依据ꎮ
三是宣传过程注重方式灵活ꎬ 增强实效

性ꎮ 人民银行组织系统各单位结合实际ꎬ 多种

形式宣传 “身边好人” 的典型事迹ꎮ 组织先进

事迹报告会ꎬ 组织先进典型在全辖巡回报告ꎬ
用淳朴的语言诉说工作、 生活中的真实案例ꎬ
抒发心中的真诚感悟ꎮ 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

统ꎬ 举办表彰会ꎬ 由行领导亲自为好人披红授

奖ꎬ 致以最高礼遇ꎬ 形成了尊重奉献、 尊重知

识、 尊重创造的氛围和敬业光荣、 创新可贵的

舆论导向ꎮ 随着多媒体手段的广泛运用ꎬ 还将

先进典型事迹制作成视频短片、 书籍和电子

书ꎬ 广泛通过内联网、 电子屏、 宣传栏、 微信

等ꎬ 全时段、 多角度地进行展示ꎬ 进一步强化

典型宣传的感染力ꎮ 通过座谈会、 道德讲堂等

活动ꎬ 组织干部职工学事迹、 话感悟ꎬ 邀请

“身边好人” 与干部职工面对面交流ꎬ 强化宣

传效果ꎬ 传递身边感动ꎮ
四是对待 “身边好人” 注重关心爱护ꎬ 树

立 “好人有好报” 的价值导向ꎮ 积极探索先进

典型爱护和激励机制ꎮ 总行文明办每年组织

“公德奖” 评选ꎬ 对 “身边好人” 进行物质激

励和精神鼓励ꎮ 对推荐评选出的先进典型ꎬ 在

学习培训上、 工资分配上、 职称晋升上、 提拔

任用上实行一律优先的政策ꎮ 同时切实关心

“身边好人” 的生活ꎬ 让好人感到 “苦干不白

干ꎬ 奉献不吃亏”ꎮ 建立先进典型 “成长档

案”ꎬ 对先进典型进行登记备案ꎬ 实行动态管

理ꎬ 定期进行跟踪调查ꎬ 关心他们的所思所想

和生活需求ꎬ 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ꎮ

(中国人民银行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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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
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国资委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国资

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下ꎬ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扎实推进中

央企业精神文明建设ꎬ 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重点工作

如下ꎮ
一、 以精神文明创建为动力ꎬ 提升央

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专题调研ꎮ 由国

资委文明委、 办领导带队ꎬ 开展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专题调研ꎮ 调研共召开两场专题座谈

会ꎬ 走访京津赣浙等地 ８ 家中央企业ꎬ 组织

了 ３９ ８ 万人参加的网络问卷调查ꎮ 通过调

研ꎬ 系统归纳和总结了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特点和经验ꎬ 查找了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ꎬ 提出改进措施ꎬ 为中央下一步出台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意见提出建议ꎮ
总结文明单位创建经验ꎬ 编辑 «中央企业

全国文明单位风采录»ꎮ 为总结中央企业第四

届全国文明单位创建经验ꎬ 我办策划编辑 «中
央企业全国文明单位风采录»ꎬ 收录 ７４ 家获得

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的中央企业创建经验

材料ꎬ 推动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再上新

台阶ꎮ
纪念重大节日ꎬ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实落地ꎮ 中央企业在庆祝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企业重大

纪念日等节庆日开展丰富的纪念活动ꎬ 激发

员工爱党爱国爱企热情ꎮ 航天科工结合航天

事业创建 ６０ 周年持续开展航天传统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教育ꎮ 中国铁建举办庆祝建党

９５ 周年暨青藏铁路通车 １０ 周年图片展ꎬ 在

微信推出 «重走长征路中国铁建从没离开

过!» 系列专题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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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道德建设为引领ꎬ 为中央企业

改革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
深入开展典型选树宣传ꎮ 策划编辑 «身边

有你———中央企业全国道德模范群英谱»ꎬ 收

录中央企业在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活动中近 ６０ 名获奖者的感人事迹ꎮ 推荐

７ 名中央企业员工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 “首都精

神文明建设奖” 候选人ꎮ 各企业结合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ꎬ 组织开展 “最美央企人” 选

树ꎬ 通过学习大讲堂、 道德讲堂、 道德模范事

迹宣讲等大力宣传先进事迹ꎮ 兵器工业集团、
哈电集团、 中国建材、 中国西电集团等企业开

展工匠精神主题宣传ꎬ 引导员工见贤思齐、 精

益求精ꎮ 兵器装备集团遴选百名 “最美兵装

人”ꎬ 形成每三年评选一次的长效机制ꎮ 中国

石化出台 «中国石化先进典型选树宣传管理办

法»ꎬ 对典型分类、 典型推荐和宣传、 典型的

管理和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规范ꎮ 鞍钢集团开

展首届 “鞍钢楷模” 评选表彰活动ꎬ 全年在鞍

钢日报、 “摇篮鞍钢” 微信等内部媒体宣传报

道先进典型 １８２ 个ꎬ 为打胜扭亏脱困攻坚战汇

聚强大正能量ꎮ
深化道德讲堂建设ꎬ 发挥示范作用ꎮ 与

«企业文明» 杂志社策划中央企业道德讲堂建

设专题报道ꎬ 系统介绍了中国中铁等 ６ 家单位

的示范讲堂ꎬ 对中央企业道德讲堂开展情况、
经验做法、 亮点特色和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深

度报道ꎮ 中国中铁组织开展 “诚信敬业道德讲

堂劳模事迹巡回报告” 活动ꎬ 全年举行 １０
场巡回报告ꎮ 中国华能全年举办 “道德讲堂”
２０１８ 场次ꎬ 中国大唐全年组织开展各类主题

“道德讲堂” ６６８ 场次ꎬ 参加人数 ３ 万余人ꎮ
持续推进诚信建设ꎬ 打造诚信企业ꎮ 中国

航信充分利用投资建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数据

库ꎬ 推进诚信建设落地落实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已存储 ２６５ 万余名失信人信息ꎬ 拦截

“老赖” 近 ５２７ 万人次ꎬ 成功阻止 ８２ 万 “老

赖” 购买机票ꎬ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ꎮ 国旅

集团率先在京召开 “优质诚信游” 新闻发布

会ꎬ 与旅游行业共同发起诚信宣言承诺ꎮ 中交

集团持续开展 “践行价值观ꎬ 诚敬做产品” 诚

信主题实践活动ꎬ 打造 “诚信中交、 阳光中

交”ꎮ
以文明家庭创建为载体ꎬ 培育良好家风ꎮ

部署中央企业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推

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ꎮ 中国石化在党员干部中

深入开展以 “培育优良家风、 推动企风建设”
为目标的家风家教建设ꎬ 鼓励各单位自行开展

“文明家庭” 评选ꎮ 中国国电不断深化文明

“单位、 部室车问、 班组、 家庭、 职工” “五个

文明” 创建ꎮ 中国移动结合反腐倡廉开展家风

微视频征集评比活动ꎮ 哈电集团评选表彰 “敬
老和谐好家庭”ꎮ 中国化工开展 “最美家规家

风” 活动ꎬ 大力弘扬良好家教家风ꎮ
三、 以品牌打造为导向ꎬ 推动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制度化、 常态化
加强制度建设ꎬ 出台 «中央企业志愿服务

指导意见»ꎮ 拟定 «中央企业志愿服务指导意

见»ꎮ 根据 «关于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

的意见» «志愿服务条例 (征求意见稿) » 和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ꎬ 广泛

征求中央企业意见ꎬ 形成了 «中央企业志愿服

务指导意见» (审议稿)ꎬ 将在年内出台发布ꎮ
发布推广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和志愿

服务品牌ꎬ 着力培育具有中央企业特色的志愿

服务文化ꎮ 举办中央企业志愿服务品牌暨 “中
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宣传推广活动ꎮ 命名了

“郭明义爱心团队” “健康快车” “十分关爱”
“映山红” 等 １０ 个富有鲜明特色、 成绩贡献突

出、 社会影响广泛、 美誉度高的志愿服务项目

为 “中央企业志愿服务品牌”ꎮ 中国铁建报送

的 «身边有我»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荣获

一等奖ꎬ 在新华网、 原创音乐基地创下 ５００ 万

的点击量ꎮ 该活动得到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

央、 首都文明办、 中国文联、 中国志愿服务联

合会等出席活动领导的高度肯定ꎮ
聚焦精准扶贫ꎬ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ꎮ 组织

协调神华集团等 ６ 家中央企业筹集款项 ４４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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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ꎬ 资助大凉山喜德县乐武乡达洛村 ７ 户特

贫村民搬迁建房ꎮ 聚焦贫困家庭ꎬ 为内蒙古因

病致贫家庭高娃母子筹集爱心款 ３ ８ 万余元ꎮ
中央企业总体为贫困家庭捐助款达 １ 亿元ꎮ 组

织中央企业积极开展抗洪救灾、 援藏、 援青、
援疆定点扶贫工作ꎬ 中国大唐延安精准扶贫报

道成为央视新闻联播精准扶贫系列报道的开篇

之作ꎮ 招商局集团在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中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ꎬ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启动

“ ‘一带一路’ 光明行” 项目以来ꎬ 已帮助 １３６
名斯里兰卡贫困白内障病人重获光明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宣传推选工作ꎮ 作为 ２０１６ 年

“四个 １００” 宣传推选活动 ９ 家联合主办单位之

一ꎬ 组织中央企业积极发动、 踊跃推选ꎬ 共收

到 ５３ 家央企报送的最美志愿者 ６８ 人、 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 ７８ 个、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６６ 个、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２ 个ꎮ 国资委文明办择优向

中央文明办推荐 １０ 名最美志愿者、 ９ 个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 １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 １ 个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ꎮ 经最终评选ꎬ 国家电网王东

等 ４ 名志愿者被推选为 “最美志愿者”ꎻ 鞍钢

郭明义爱心团队等 ４ 个志愿服务组织被推选为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ꎻ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

车公益活动等 ４ 个志愿服务项目被推选为 “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第一

工程有限公司英雄山社区被推选为 “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ꎮ

特色活动

征集推广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为大力推进中央企业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规范化、 常态化、 制度化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国资

委文明办启动了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征集

活动ꎬ 在中央企业中引起热烈反响ꎮ 各中央企

业参与热情高涨ꎬ 共报送作品 １５０ 余首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 中央企业志愿服务品

牌暨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宣传推广会在京

举行ꎮ
会上宣读了 «关于命名中央企业志愿服务

品牌的决定»ꎬ 公布了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评审结果ꎮ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航天科普

夏令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健康快车”
等 １０ 个富有鲜明特色、 成绩贡献突出、 社会影

响广泛、 具有较高美誉度的中央企业志愿服务

项目被命名为 “中央企业志愿服务品牌”ꎮ
６５ 首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入围作品获

奖ꎬ 航天科工等 ６ 家企业获优秀组织奖ꎮ 其中ꎬ
由鞍钢集团报送的、 郭明义同志作词的作品

«把幸福给你» 被授予特别荣誉奖ꎮ 由中国铁

建报送的 «身边有我»ꎬ 从 １００ 多首征集作品

中脱颖而出ꎬ 荣获一等奖ꎮ 该作品以昂扬豪迈

的基调、 热情温暖的歌词、 悠扬婉转的旋律、
磅礴大气的 ＭＶ 生动诠释了 “奉献　 友爱　 互

助　 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ꎬ 唱响了中央企业

志愿者真诚奉献、 勇于担当的大爱情怀ꎬ 被国

资委文明委确定为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指

定歌曲ꎮ
会上还展播了 “中央企业志愿服务品牌”

宣传推介视频片ꎬ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部

分优秀获奖作品进行了现场展演ꎮ 与会领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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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个 “中央企业志愿服务品牌” 授牌ꎬ 向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获奖作品主创人员颁

发了荣誉证书ꎬ “中央企业志愿服务品牌” 宣

传片和获奖歌曲 ＤＶＤ 光盘也在会上首发ꎬ 并于

会后刻录送发各中央企业进行广泛宣传推广ꎮ
为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在引领风尚、 传播价

值方面的独特作用ꎬ 经国资委文明委同意ꎬ 会

上宣布成立了中央企业文艺志愿服务团ꎬ 宣读

了 «关于广泛开展中央企业文艺志愿服务的倡

议书»ꎬ 举行了授旗仪式ꎬ 为中央企业广大志

愿者用活泼生动的文艺形式讲好央企故事、 传

递正能量ꎬ 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ꎬ 搭

建了更广阔的平台ꎮ

(国务院国资委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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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系统

海关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海关系统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五大发

展理念ꎬ 坚持重在建设、 坚持服务中心、 坚持

问题导向、 坚持改革创新ꎬ 以中国梦引领海关

行动ꎬ 牢固树立人民海关为人民理念ꎬ 认真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广泛开展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

新进展ꎮ
一、 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ꎬ 增强党员意识ꎬ 强化理论武装ꎬ 干部

职工思想和行动自觉显著增强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ꎬ 紧密结合海关实际ꎬ

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ꎬ 在全国海关组织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教

育活动ꎮ 署长于广洲带头以普通党员身份在所

在党支部讲党课、 带头作批评与自我批评、 带

头开展研讨、 接受党员民主评议ꎮ 各级党组

(党委) 中心组、 领导干部、 领导班子带头学

习党章、 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带头讲党课 “公开课”ꎬ 带头参加组织生

活、 开展学习研讨ꎮ 在学系列讲话中加深对党

章党规的理解ꎬ 在学党章党规中深刻领悟系列

讲话的基本精神ꎬ 通过集中学习研讨产生一批

高质量、 对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的理论学习成果ꎮ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后ꎬ 组

织全国海关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热

潮ꎬ 突出关键少数ꎬ 重点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学

习ꎬ 明确工作重点ꎬ 确保海关队伍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ꎮ
二、 深入开展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系列教

育活动ꎬ 营造了知党、 爱党、 跟党走的浓

厚氛围
组织践行党员标准大讨论活动ꎮ ７ 月至 ８

月ꎬ 围绕中央提出的 “四讲四有” 党员标准ꎬ
以党支部 (党小组) 为单位ꎬ 以 “三会一课”
为基本形式ꎬ 联系党员个人实际和岗位实践ꎬ
对照身边先进典型ꎬ 开展普遍的、 多轮次、 较

为深入的讨论交流ꎬ 将党员标准在把关服务的

履职过程中落实落细ꎬ 把讨论成果转化为支部

对党员的要求和不同岗位践行 “四讲四有” 的

具体标准ꎬ 纳入年底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会

和民主评议党员的对照内容ꎮ
组织党章党规知识竞赛ꎮ ５ 月至 ７ 月ꎬ 在

全体党员中开展党章党规知识竞赛ꎮ 总署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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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知识基础题库ꎬ 集中编辑典型案例库ꎮ 总

署机关和各直属海关单位以党支部 (党小组)
为基本单位ꎬ 组织网上竞答、 片区竞赛等各种

形式的学习竞赛和集中展示活动ꎮ 总署机关代

表队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党章党规在我心

中知识竞赛”ꎬ 夺得了第一名ꎮ
开展党课 “公开课” 活动ꎮ ７ 月ꎬ 在全国

海关集中开展各级党组 (党委) 书记和党支部

书记讲党课活动ꎬ 各级党组 (党委) 书记面向

辖区党员、 各党支部书记面向支部全体党员宣

讲党课ꎮ 各直属海关在关区开展党课 “公开

课” 活动ꎬ 选择一定比例基层党支部ꎬ 面向关

区其他支部党员干部开放ꎮ 通过领导点评、 党

员打分和评选优秀党课等方式ꎬ 激发基层书记

讲好党课的积极性ꎬ 不断提高基层党课的水平

和效果ꎮ 年底ꎬ 总署评选一批优秀党课ꎮ
开展党员示范活动ꎮ 总署统一发布海关

“党员示范岗” 标牌标准ꎬ 制定佩戴党徽上岗

具体办法ꎮ 从 ７ 月 １ 日开始ꎬ 在全国海关业务

一线窗口组织党员统一佩戴党徽上岗ꎬ 在海关

各级文明单位、 青年文明号以及其他群众公

认、 实绩突出、 作用明显的业务窗口ꎬ 统一开

展 “党员示范岗” 挂牌ꎬ 着力打造一批基层党

组织作用发挥突出的党建品牌ꎮ
三、 大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海关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海关正能量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党委 (党组) 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ꎬ 狠抓舆情分析、 形

势研判、 决策应对、 方向导向ꎬ 有针对性地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ꎮ 建立海关队伍思想动态分析

报告制度ꎬ 在太原、 大连、 南京、 武汉、 广

州、 昆明海关等沿海、 内陆、 边关ꎬ 对基层一

线科长精神状态、 履职能力、 带队伍抓管理情

况、 廉洁自律方面开展了调研分析ꎮ 围绕 “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在全国海关党员干部中开

展思想动态分析ꎬ 通过定期分析、 专项分析、
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ꎬ 准确把握队伍思想状

况ꎮ 做好海关队伍思想动态分析体系建设署级

课题ꎬ 形成思想动态调研、 分析、 督导机制ꎬ

推进思想动态分析规范化常态化ꎮ
发挥典型示范作用ꎮ 总署在海关各级党组

织中组织评选全国海关优秀共产党员 １００ 名、
优秀党务工作者 ５０ 名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１００
个ꎮ 组织第一届 “海关榜样” 评选ꎬ 选出 １０
名海关榜样ꎮ 召开 “两优一先” 表彰大会ꎬ 署

领导为获奖者代表颁奖ꎬ 全国海关 “两优一先”
代表和 “海关榜样” 代表做事迹报告ꎬ 于广洲

署长结合学习弘扬先进和讲党课做重要讲话ꎮ
广州海关隶属大铲海关党委被评为 “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ꎮ 建立 “海关榜样” 推选常态化机

制ꎬ 探索基层单位月度榜、 直属海关季度榜和海

关总署年度榜三级争创模式ꎬ 推动各单位加大

先进典型日常培养力度ꎮ 各单位用典型力量聚

集队伍正能量ꎬ 通过演讲、 座谈等多种形式引导

干部职工自觉践行海关核心价值观ꎮ
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入开展ꎮ 制定下发 «海

关总署党组关于加强和改进海关警员身心健康

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ꎬ 指导各单位结合实际ꎬ
做好干部职工身心健康工作ꎬ 活跃基层文化生

活ꎮ ５—８ 月ꎬ 全国海关文体协会会同国家体育

总局群体司、 全国总工会宣教部继续在边关开

展体育文化交流活动ꎬ 分别赴长春、 大连、 南

宁、 拉萨、 乌鲁木齐等 ５ 个边关赠送一批体育

器材ꎬ 开展体质检测和全民健身科学大讲堂授

课等ꎬ 得到了边关广大关警员的欢迎ꎮ 深化心

理援助计划ꎬ 开展海关心理咨询热线试点

工作ꎮ
四、 全面释放海关改革红利ꎬ 海关行

动助推中国梦取得积极进展
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改革ꎬ 以改革助推精

神文明建设水平提升ꎮ 创新自贸试验区海关监

管服务ꎬ 出台了支持和促进新设自贸试验区建

设发展的措施ꎮ 区域通关改革实现全国海关全

覆盖和区区联动ꎬ 大大降低了企业跨关区通关

时间和成本ꎬ 通关手续费用节约近 ５０％ꎬ 物流

费用节约 ２５％左右ꎮ 海关查验 “双随机” 抽查

机制已在全国海关推行ꎬ 通关无纸化改革已扩

大至全国所有通关现场和海关业务领域ꎮ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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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业态、 新型商业模

式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ꎬ 助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ꎮ 推广 “信息互换、 监管互认、 执法

互助” 合作理念ꎬ 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信

息互换、 监管互认、 执法互助合作ꎮ 全力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ꎬ 签署 «互联互通西安倡

议»ꎬ 开展 “１＋４” 海关中欧陆海快线、 “渝新

欧” 等海关便利化合作ꎬ 努力打造 “关通天

下” 新格局ꎮ
五、 深化海关窗口文明建设ꎬ 一线窗

口服务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
突出海关执法部门窗口单位特点ꎬ 认真落

实首问负责制、 一次性告知制和岗位替代制ꎬ
完善全天候无假日预约通关制度ꎬ 推行 “限时

办结制、 服务承诺制” 和 “一站式” 服务ꎮ 不

断深化海关窗口 “三难” 问题治理ꎬ 推进简政

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ꎬ 已取消 １２ 项、 下

放 ３ 项行政审批事项ꎬ 取消全部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ꎬ 规范统一执法ꎬ 打造 “阳光海关”ꎮ
深化 “亮窗行动”ꎬ 规范窗口标识ꎬ 设置咨询

窗口ꎬ 推广文明通关、 文明查验、 微笑服务ꎬ
服务文明旅游ꎬ 做好有关政策宣讲ꎬ 提升窗口

文明服务水平ꎮ 积极通过 “１２３６０” 海关服务

热线、 定期走访企业、 开展政策宣讲等多种方

式延伸窗口服务ꎬ 努力为管理相对人排忧解

难ꎬ 最大限度地提升服务效能ꎮ 认真履行海关

把关服务职责ꎬ 严厉打击 “洋垃圾” 和涉黄、
涉毒、 涉枪、 涉爆走私ꎬ 严密监管行李、 寄递

物品ꎬ 综合治理 “水客”ꎬ 有效净化了进出口

环境ꎬ 维护了对外贸易秩序ꎮ
联创共建拓宽文明创建 “辐射面”ꎮ 立足

区位优势ꎬ 创新文明单位、 青年文明号联创共

建机制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海关系统共有 ３３ 个单位获

评 “全国青年文明号”ꎮ 上海海关组建 “青年

文明号号长联盟”ꎬ 建立号手联动、 号号联建

等长效帮建机制ꎮ 厦门海关驻同安办大嶝监管

科发起并组织市场及周边包括政府机构、 国

企、 民企和台湾商户在内的共 １５ 家单位ꎬ 成立

联创共建团队ꎬ 在创建中实现 “组织共建、 品

牌共推、 资源共享、 事务共商、 难题共解、 阵

地共用”ꎮ 其典型事例入选由团中央举办的

“青年文明号二十周年交流展示活动” 巡礼材

料ꎮ 青岛海关团委先后与 ２２ 个新经济组织和新

社会组织 “一对一” 结对团建ꎮ
六、 突出准军事化海关纪律部队建设

优势ꎬ 海关队伍纪律作风明显增强
新修订 «海关内务规范»ꎬ 在工作纪律、

办公秩序、 窗口规范、 内务督察等方面ꎬ 建立

一系列便于执行和操作的制度规定ꎬ 组织提炼

应知应记短语ꎬ 通过制作漫画、 微图片、 视频

等多种宣传形式ꎬ 引导干部职工对标规范、 落

实规范ꎮ ４ 月继续开展 “内务规范强化月” 活

动ꎬ 组织队列小教员培训和内务检查ꎬ 对迟到

早退旷工、 擅自离岗脱岗、 集会纪律松散、 办

公环境脏乱差、 办公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加大

整治力度ꎬ 对违反规定的情况进行通报ꎮ 对

«海关内务督察办法 (试行) » 执行情况和效

果进行随机抽查ꎬ 各海关单位开展内务督查超

过 ５００ 余次ꎮ 研究制定海关队列训练标准和办

公环境、 窗口秩序、 对外服务等方面配套实施

办法ꎬ 逐步形成制度体系ꎮ 开展日常督查和专

项督查ꎬ 组织交叉学习交流ꎮ 拓展监管系统岗

位练兵成果ꎬ 推动财务、 加贸、 稽查部门开展

岗位练兵活动ꎬ 参与人数达 ５０００ 多人ꎮ 在人员

多、 业务量大的海关组织业务 “大讲堂” 活动

试点ꎬ 建立专家授课、 经验共享等方面的交流

平台ꎮ 加强基层科室规范化建设ꎬ 推广 “定标

争星” 经验ꎬ 细化直属海关、 隶属海关各级领

导班子抓科室建设责任ꎬ 总署、 直属海关、 隶

属海关分层次培育先进科室ꎬ 建立一批科室建

设示范点ꎬ 推出一批科室建设经验和基层党建

品牌ꎬ 以点带面ꎬ 全面带动基层精神文明建

设ꎮ 五一、 七一、 十一、 元旦等重要时间节点

统一组织升国旗仪式ꎬ 深化爱国主义教育ꎬ 增

强干部职工责任感和荣誉感ꎮ
七、 积极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ꎬ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推动 “一关一品”ꎬ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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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助学、 扶贫帮困、 环境保护、 关爱农

民工子女等公益活动ꎬ 评选全国海关优秀志愿

服务项目 １５ 个ꎬ 组织 １０ 个ꎬ 个人 ２０ 名ꎮ 广州

白云机场海关旅检处建立 “杨杰工作室”ꎬ 通

过提炼工作法、 建立志愿服务小组、 创作歌

曲、 组织演讲等形式ꎬ 深挖其精神内涵ꎮ 深圳

海关以 “一号带一企、 一号帮一户、 一号创一

品” 为重要抓手ꎬ 结合 “三严三实” “青年导

师制” “四季有爱” 等活动ꎬ 创建文明窗口特

色品牌 ２０ 余个ꎮ 天津海关连续多年开展 “为
津城服务ꎬ 为关徽添彩” 志愿者服务活动ꎬ 利

用周末时间开展面向普通市民的海关普法宣

传ꎮ 南宁海关 “携手圆梦ꎬ 与爱同行” 关爱农

民工子弟项目被评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优
秀实践成果奖”ꎬ 青年题材微电影荣获广西

“团建优品汇” 评选活动 “最佳团建项目” 奖ꎮ
乌鲁木齐海关乐宏同志被评为 “全国优秀志愿

服务先进个人”ꎮ
八、 发挥新媒体宣传作用ꎬ 传播海关

人的真善美
注重创新和运用新媒体宣传优势ꎬ 组织

“海关 ｅ 家人” 新媒体宣传平台建设成果展示

汇报会ꎬ 开展新媒体平台及文化创意作品评选

活动ꎬ 营造新媒体宣传工作氛围ꎮ 总署数据中

心着力打造 “１２３６０” 海关服务热线品牌ꎬ 坚

持有心、 热心、 真心、 耐心ꎬ 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ꎮ 上海浦江海关通关三科开通微新闻、 微视

频、 微相册、 微漫画等多种新媒体形式ꎬ 积极

探索微时代下把关服务的新模式ꎬ 其经验被团

中央宣传推广ꎮ 广州海关充分发挥青年骨干力

量ꎬ 成功打造 “小白云” “小火车” 等基层新

媒体工作室ꎮ 借助 “穗关小青” 微信平台ꎬ 成

功推出 “青号的十二种花火” 系列宣传作品和

«海关青年文明号告诉你海关是干嘛的» 专题

宣传作品ꎬ 通过沙画、 皮影戏、 漫画等多种形

式ꎬ 网络关注近万人次ꎮ

(海关总署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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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税务系统紧紧围绕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ꎬ 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凝聚干部队伍

力量、 提高税收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ꎬ 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深化拓展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加强税务文化建设ꎬ 为促进

税收改革发展和全面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提供

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ꎮ
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精心谋划推进精神文明工作
税务总局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高度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研究部署新形势下税务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ꎮ 一是精心谋划工作ꎮ 充分

认识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税收工作的重要意义ꎬ
提升工作站位ꎬ 明确工作思路ꎮ 下发工作要

点ꎬ 明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目标、 工作任务和

具体要求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线ꎬ 着力在深化思想道德建设上下功夫ꎬ
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ꎬ 在抓细抓实上下功

夫ꎮ 二是深入基层调研ꎮ 针对税务系统点多线

长面广的实际ꎬ 紧密结合行业特点ꎬ 坚持深入

基层一线加强调查研究ꎬ 形成 «税务系统精神

文明建设调研报告»ꎬ 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工

作部署ꎬ 形成具体有效的工作措施ꎮ 三是加强

检查指导ꎮ １０ 月组织开展了税务系统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情况检查ꎬ 总结好经验好做法ꎬ 认真

查摆问题ꎬ 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ꎮ 把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列入绩效考核ꎬ 加强考评督促ꎬ
做到谋划工作实、 推进过程实、 测评考核实ꎬ
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ꎮ

二、 运用多种形式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在税务系统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 运用多种载

体、 多种渠道ꎬ 把核心价值观贯穿税收工作始

终ꎬ 着力落细落小落实ꎮ 一是大力宣传核心价

值观ꎮ 结合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开展党的

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 税务文化建设等工作ꎬ
通过税务内外网站展示、 税务讲堂论坛宣讲、
办税服务厅宣传等多种载体ꎬ 大力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取得良好学习宣传效果ꎮ 二是

学习宣传先进典型ꎮ 从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

全国先进工作者中ꎬ 选取了魏国升等 ５ 名先进

典型ꎬ 组建税务系统先进典型事迹宣讲团ꎮ 先

后深入 ６ 省 (市) 国税局、 地税局和税务总局

党校开展巡回宣讲ꎬ 现场及网络观众达 ２０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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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在税务系统掀起了学先进、 比先进、 争当

先进的热潮ꎮ 与人社部、 公务员局协调ꎬ 授予

坚守旱塬税务所 ３５ 载的宁夏回族干部马忠斌

“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ꎮ 印发

«在全国税务系统开展向韩存锦同志学习活动

的通知»ꎬ 为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全面推开 “营改增” 试点起到了示范引领作

用ꎮ 三是广泛开展主题实践活动ꎮ 各级税务机

关深化税务精神大讨论、 大调研ꎬ 积极提炼具

有引领激励作用的税务精神ꎬ 通过征文、 演

讲、 书法比赛等方式ꎬ 广泛凝聚思想共识ꎮ 积

极培育和践行税务核心价值理念ꎬ 通过建立核

心价值观教育基地、 建设核心价值观展厅等方

式ꎬ 使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税务干部职工的共

同精神追求ꎮ
三、 丰富创建载体ꎬ 认真开展精神文

明创建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ꎬ 将创建活

动深度融合到税收管理和服务之中ꎬ 提高创建

热情ꎬ 着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ꎮ 一是积极开展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税务总局坚持面向基层ꎬ
认真组织开展各省 (区、 市) 税务局先进集体

和先进工作者评选ꎬ 共表彰先进集体 ２３７ 个ꎬ
先进工作者 ２４０ 名ꎮ 组织税务系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全国青年文明号评选表彰ꎬ 共推荐表彰 １３８
个集体为全国青年文明号ꎮ 组织对金税三期工

程建设等专项重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进行表彰ꎬ 共 ２０８ 人立功受奖ꎮ 严格评选标准ꎬ
做好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工作者、 全国离退休干

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中央国家机关

事务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工作者、 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先进个人、 第

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

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的推荐评选工作ꎬ 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成果丰硕ꎮ 二是持续开展税

务志愿活动ꎮ 各级税务机关充分利用网络平

台ꎬ 招募并发展大批文明传播志愿者ꎬ 开展网

络文明志愿传播工作ꎮ 组建以党员和团员为主

体的税收志愿者队伍ꎬ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 扶贫助困活动ꎬ 树立良好税务形象ꎮ ３ 月

份广州市国税局中区稽查局检查二科、 厦门市

思明区地税局办税服务厅等两家单位获中宣部

“第二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ꎮ 三是注重发

挥群团组织作用ꎮ 围绕精神文明创建目标ꎬ 服

务税收中心工作ꎬ 充分发挥工会、 共青团、 妇

联等群团组织作用ꎬ 采取选派青年干部到基层

锻炼、 召开座谈会、 成立兴趣活动小组等多种

形式ꎬ 充分激发广大工会会员、 青年和妇女干

部投身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ꎮ
四、 突出系统行业特色ꎬ 全面推进税

务文化建设
加强统筹指导、 创新发展ꎬ 突出文明家庭

建设、 “我们的节日” 活动ꎬ 积极推进税务文

化建设ꎮ 一是广泛开展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ꎮ 下发 «在税务系统开展 “传承好家风好

家训” 活动的通知»ꎬ 积极发动广大税务干部

收集整理、 征集提炼好家风好家规ꎬ 积极培育

践行好家教好家风ꎬ 弘扬传承好家训好家风ꎮ
各级税务机关通过举办主题书画摄影展、 主题

党课、 主题演讲座谈等活动ꎬ 加强文明家庭建

设ꎬ 进一步端正家风、 引领税风、 净化党风ꎮ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冯月家

庭、 湖北省天门市地税局谢端平家庭、 安徽省

淮北市地税局赵先爱家庭ꎬ 荣获第一届全国文

明家庭称号ꎮ 二是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

题活动ꎮ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ꎬ 各级税务机

关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主题教育、 送温

暖献爱心、 结对扶贫、 服务纳税人等活动ꎬ 倡

导节俭文明过节、 丰富节日内涵ꎬ 进一步树立

了良好的税务行业形象ꎮ 三是大力推进特色税

务文化建设ꎮ 各级税务机关积极探索精神文明

建设新载体ꎬ 聚焦 “为国聚财、 为民收税” 主

题ꎬ 制定文化建设规划ꎬ 开展文化建设论坛ꎬ
倡导文化核心理念ꎬ 开展 “共产党员、 公务

员、 税务人员” 身份意识教育ꎬ 加强国税、 地

税在文化共育、 平台共建、 典型共树、 资源共

享等方面的文化建设合作ꎬ 积极引导干部崇德

向善ꎬ 一心向上ꎬ 税务文化建设蓬勃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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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系统

２０１６ 年ꎬ 税务系统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经验和启示: 一是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必须注重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税务系统干部职工的精神

追求ꎬ 在贯穿融入结合、 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

夫ꎮ 二是既要注重税务行业特点特色ꎬ 又要突

出精神文明的引领推动作用ꎬ 不断丰富互动内

容ꎬ 进一步树立税务良好形象ꎮ 三是抓好教育

引导、 舆论宣传、 典型示范、 实践养成等重点

工作ꎬ 将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向

深入ꎮ

特色活动

大力开展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
２０１６ 年ꎬ 国家税务总局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加强家庭文

明建设ꎬ 在税务系统开展了 “传承好家风好家

训” 活动ꎬ 通过广泛征集提炼、 积极宣传推

广、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等方式ꎬ 进一步端正家

风、 引领税风、 净化党风ꎬ 深入拓展精神文明

建设ꎮ
一、 广泛征集提炼好家训好家规ꎮ 一是收

集整理好家训好家规ꎮ 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ꎬ 认真开展好家训好家风征集活动ꎬ 收集

整理当地民间具有影响力的好家训好家规ꎮ 通

过广泛寻找、 征集、 传播好家训好家规ꎬ 建设

家庭文化ꎮ 二是提炼归纳好家训好家规ꎮ 发动

广大税务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ꎬ 提高认识、 入脑入心ꎮ
认真提炼归纳税务干部家庭的家训家规ꎬ 创作

自己家庭的家风、 家规、 家教故事ꎬ 采取散

文、 格言、 对联、 诗词、 警句等多种形式ꎬ 体

现时代要求、 符合核心价值观ꎮ 三是点评展示

好家训好家规ꎮ 对收集提炼的好家训好家规组

织点评展示活动ꎬ 运用网络投票、 事迹宣讲、
专家评选等方式ꎬ 助推税务大家庭建设ꎮ 运用

办公桌卡、 家训展示栏、 税务内外网站等多种

形式载体进行展示ꎬ 做到健康向上ꎬ 特色鲜

明ꎬ 富有内涵ꎬ 便于传颂ꎬ 推动好家训好家规

润心育人ꎮ
二、 积极宣传推广好家训好家风ꎮ 一是开

展文明家庭评选积极宣传ꎮ 配合 “第一届全国

文明家庭” 和 “五好文明家庭” 等评选活动ꎬ
推荐在爱岗敬业、 家庭助廉、 孝老爱亲、 科学

教子、 睦邻友好、 志愿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
事迹感人、 群众认可的优秀家庭参加评比表

彰ꎮ 二是通过税务道德讲堂大力宣传ꎮ 以税务

道德讲堂为载体ꎬ 开设以 “家训、 家规、 家

风、 家教” 为主题的税务道德讲堂ꎬ 在税务道

德讲堂活动中诵读家训名篇佳句、 讲述美好家

风故事ꎬ 营造出自觉传承、 自觉建设的良好氛

围ꎮ 三是推动家庭教育促进宣传ꎮ 在税务干部

教育培训中开设价值观教育、 道德教育、 文明

教育ꎬ 引导税务干部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ꎬ 帮

助孩子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ꎮ 引导广大党

员、 干部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ꎬ 让核心价值

观在家庭里生根、 在亲情中升华ꎮ
三、 开展主题活动传承好家训好家风ꎮ 一

是弘扬税务文化传承ꎮ 坚持税务特色ꎬ 举办以

“传承好家训好家风” 为主题的书法美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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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 推动广大税务干部重塑优良家训、 重整文

明家风ꎮ 弘扬税务精神ꎬ 组织 “家风税风作

风” 征文、 读书等税务文化主题活动ꎬ 打造文

化阵地ꎬ 助推税务系统文明家庭建设ꎮ 二是开

展主题党课传承ꎮ 坚持以上率下ꎬ 上下联动ꎬ
税务总局领导亲自带头讲主题党课ꎬ 要求在全

系统认真开展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ꎬ 促

进形成良好税风ꎮ 各级税务机关党员领导干部

带头讲党课ꎬ “谈家规议家规”ꎬ 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ꎬ 成为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

德的传播者和实践者ꎮ 三是组织主题演讲座谈

传承ꎮ 积极开展以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为主

题的演讲活动ꎬ 讲述身边税务干部的感人家

风、 家训和家教故事ꎬ 树立典型ꎬ 丰富实践活

动ꎮ 认真组织座谈会ꎬ 邀请老税干、 老同志讲

述好家风好家训和艰苦奋斗、 为民收税的光荣

传统ꎬ 让好税风代代传承ꎮ 四是总结推广经验

成果ꎮ 坚持与税收中心工作相融合ꎬ 认真对活

动进行总结提炼ꎬ 形成多篇经验典型材料ꎬ 通

过报纸杂志、 税务网站、 微博微信等传播媒介

积极推广ꎬ 传播正能量ꎬ 凝聚精气神ꎬ 形成家

家弘扬家庭美德、 人人构筑 “中国梦” 的良好

风尚ꎮ

(税务总局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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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系统

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年ꎬ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以下

简称质检总局) 进一步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

力度ꎬ 坚持将精神文明建设渗透到质检事业全过

程、 各领域ꎬ 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创新和成效

为质检事业改革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ꎮ
一、 不断拓展精神文明建设载体ꎬ 大

力结合质检特色开展活动
质检总局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质检事业发

展之中ꎬ 结合各种专题活动日ꎬ 在提升产品质

量、 维护国门安全、 提升民众质量意识、 服务

保障国家重大活动等方面展现精神文明建设的

成效ꎮ 例如ꎬ ４ 月 １５ 日是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ꎬ 质检系统以 “维护国门生物安全　 共建

美丽生态家园” 为主题ꎬ 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

的志愿者宣传活动ꎬ 全国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按

照质检总局的统一部署ꎬ 开展国门生物安全主

题宣传活动 ５５２ 场次ꎬ 直接参与人数超过 １１ 万

人次ꎬ 通过报纸、 电视、 微信、 微博等媒体和

社交网络辐射受众 ４６００ 余万人次ꎬ 营造了良好

的宣传氛围ꎬ 极大增强了公众保护国家安全以

及国门生物安全的思想认识ꎮ ５ 月 ２０ 日ꎬ 质检

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联合中国儿童中心联合

承办 “守护儿童安全　 远离产品伤害———保护

儿童眼睛安全行” 主题活动ꎬ 通过活动共同提

高安全意识、 举报违法行为ꎬ 共同营造守护儿

童安全、 远离产品伤害的良好氛围ꎮ ６ 月 １３
日ꎬ “进口食品安全社区行” 活动在江苏苏州

湖东社区邻里中心广场举行ꎬ 质检总局副局

长、 党组成员吴清海出席活动并专程走进社区

居民家中ꎬ 与消费者面对面聊进口食品ꎬ 了解

进出口食品消费情况ꎬ 倾听民众的想法和建

议ꎬ 让每一位参与的社区居民都感受到了质检

部门保障进口食品安全的担当、 能力和信心ꎮ
二、 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ꎬ 不

断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内容
继续开展 “书香质检” 阅读活动ꎬ 质检系

９６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统已按照示范点标准建成的质检职工书屋达 ９２
个ꎬ 其中大连检验检疫局等 １０ 家单位的质检职

工书屋被全国总工会评为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

示范点”ꎮ 开展建功立业、 岗位成才活动ꎬ 组

织干部职工参加中央国家机关、 质检总局直属

机关公文技能大赛、 征文活动和质量强国青年

讲坛活动ꎮ 举办全国质检系统青年优秀群体、
优秀个人学习心得汇报会ꎮ 在学习雷锋日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ꎬ 在植树节开展植树护绿活动ꎬ
参加团中央组织的 “根在基层” 调研活动ꎮ 大

力开展先进典型的评选学习宣传活动ꎬ 共 １４ 个

家庭分获全国和质检总局直属机关五好文明家

庭ꎬ ３２ 家青年文明号集体荣获 “全国青年文明

号”ꎬ ２ 个团支部 (团委)、 ５ 名团干和团员获

得中央国家机关 “两优一红” 表彰ꎮ 组织机关

女干部开展家庭助廉行动、 健步走活动ꎬ 积极

推动女干部建家、 建功、 成长ꎮ 举办质检总局

直属机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红军长

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ꎬ 向党的生日献上诚挚的祝

福ꎮ 羽毛球、 网球、 足球等文体协会持续发挥

作用、 办好活动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

活动ꎮ
全面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经验ꎬ 充分提炼精

神文明创建成果ꎮ 在质检直属系统以深入基

层、 现场考察、 问卷调查的方式ꎬ 组织开展十

八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经验和做法的调

研ꎬ 整理形成了 «质检系统精神文明调研报

告»ꎬ 并上报中央文明委ꎮ 开展质检直属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情况和受表彰情况统计工作ꎬ 翔

实准确地统计了质检总局自成立以来直属系统

在文明单位创建、 青年文明号、 巾帼文明岗、
工人先锋号及受到国家级荣誉表彰的集体和个

人等方面的数据ꎬ 全面掌握质检直属系统精神

文明建设成果ꎬ 为进一步开展好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打下基础ꎮ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质

检系统落地生根ꎬ 开展质检系统核心价值理念

征集活动ꎬ 精心梳理、 修改完善全系统近百家

单位的核心价值理念ꎬ 汇编出版了 «铸魂———
质检系统核心价值理念集萃» 一书ꎬ 凸显了质

检文化的独特内涵ꎮ 全面深入地总结新时期新

形势下质检系统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效新

经验和新规律ꎬ 组织对质检直属系统各单位精

神文明建设的典型经验和创新案例进行收集整

理ꎬ 组织专家在征集的 １１５ 篇经验材料中择优

挑选具有可复制可推广价值的文明创建典型经

验 ４６ 篇ꎬ 创新案例 ３６ 篇ꎬ 汇编出版 « 铸

德———质检直属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典型经验和

创新案例集萃» 一书ꎮ

特色活动

“书香质检” 阅读活动
以 “强素质　 树形象” 为主题的 “书香质

检” 阅读活动ꎬ 在质检总局阅读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和积极筹划下ꎬ 质检系统各

单位积极响应、 热情参与ꎬ 通过组织开展质量

课堂、 道德讲堂、 经典诵读、 图书漂流、 阅读

征文、 演讲比赛、 向社会各界赠书、 建立职工

书屋等方式新颖、 形式多样的活动ꎬ 广泛掀起

了读书热潮ꎬ 兴起了学习之风ꎬ 为质检系统带

来了阵阵书香ꎬ 为推动质检事业科学发展、 促

进学习型组织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ꎮ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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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系统

查结果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全系统干部职工人均读书

８ ９５ 本ꎬ 比 ２０１５ 年的 ６ ２６ 本增加了 ２ ６９ 本ꎬ
比 ２０１６ 年全国国民人均阅读量 (７ ８６ 本) 多

１ ０９ 本ꎮ
建设质检系统职工书屋是 ２０１６ 年 “书香

质检” 阅读活动的重点项目ꎬ 目前质检系统已

按照示范点标准建成的质检职工书屋达 ９２ 个ꎬ
其中大连检验检疫局等 １０ 家单位的质检职工书

屋被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工会职工书屋示范

点ꎮ 基层单位因地制宜建设的读书角、 图书阅

览室、 职工电子书屋等公共阅读平台ꎬ 藏书丰

富ꎬ 功能完善ꎬ 使用便捷ꎮ 全系统干部职工的

阅读环境得到改善ꎬ 阅读方式得以丰富ꎬ 阅读

热情受到激发ꎮ 干部职工坚持 “日读一小时、
月读一本书”ꎬ 读书学习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

习惯和自觉行动ꎮ

(质检总局文明办供稿)

１７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体育系统
概况综述

一、 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教育ꎬ 全

面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水平
一是把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作为党员

干部培训学习的经常性内容ꎮ 总局直属机关

党委利用以手机短信为载体的党员移动教育

平台ꎬ 编发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专题内容ꎬ
帮助党员干部拓展学习视角ꎬ 延伸学习深度ꎮ
在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国家队领队教练员培

训、 党务干部培训等培训过程中ꎬ 把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列为学习内容ꎬ 采取集中授

课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ꎬ 组织学员深入

学、 细致学ꎬ 切实把好了理想信念这个 “总

开关”ꎮ
二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ꎮ 总局党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学习

全会精神ꎬ 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

体育系统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

大事ꎮ 同时为各部门各单位发放了 «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 和全会精神辅导读本ꎬ 方

便党员干部学习理解ꎮ 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结合工作实际ꎬ 对照本职岗位ꎬ

深学细悟ꎬ 突出重点ꎬ 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

心ꎬ 落地生根ꎬ 真正做到把思想认识统一到

全会精神上来ꎮ
二、 加强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ꎬ 继承

和发扬运动队优良传统
一是深入开展运动队思想政治教育宣讲等

工作ꎮ 总局直属机关党委组织有关专家、 学者

深入国家队开展运动队思想政治教育宣讲ꎬ 共

计 ３０ 人次ꎬ 编印并发放 ５ 期运动队思想政治工

作专刊——— «追求卓越»ꎬ 帮助运动队加强思

想作风、 组织纪律等方面的建设ꎬ 增强了运动

员为体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责任感、 使命感

和荣誉感ꎮ
二是创新开展国家队领队教练员研修班ꎮ

２０１６ 年底ꎬ 总局直属机关党委举办国家队领队

教练员研修班ꎬ 通过 “政治理论学习” “体育

理论学习” 和 “业务技能培训” 三个模块的学

习ꎬ 使学员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ꎬ 对新的奥运周期体育人所承担的责任与使

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ꎮ 通过学习培训ꎬ 进一步

增强领队教练员全方位管理运动队的能力ꎬ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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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系统

领队教练员能够把思想政治工作同日常管理工

作相结合ꎬ 针对运动员的思想认识、 心理、 年

龄特点ꎬ 做好沟通和交流ꎬ 把握运动员思想状

态ꎬ 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ꎮ
三、 大力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工作ꎬ

向社会传播体育正能量
充分发挥体育独特的社会教育功能ꎬ 开展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工作ꎬ 积极引导群众培养阳

光、 科学、 乐观、 积极、 健康的生活理念ꎮ 开

展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ꎬ 共命名 ２８９４ 人

为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ꎬ 出版

«中 国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发 展 报 告 (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４) » 蓝皮书ꎬ 启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改

革工作ꎬ 确保作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骨干力量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持续健康发展ꎮ 组织优

秀运动员、 健美操世界冠军、 ８ 省区体育科技

工作者和北京体育大学师生赴新疆、 陕西大巴

山、 延安革命老区、 山西繁峙、 代县等ꎬ 开展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工作ꎬ 指导基层群众科学健

身锻炼ꎮ
四、 大力开展群众体育工作ꎬ 拓展群

众体育的广度和深度
一是研制和宣传贯彻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ꎮ 体育总局代国务院起草的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印发实施ꎬ 之后又相继印发了 «关于认真

贯彻落实 ‹计划› 的通知» 和 «关于研制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有关

事宜的通知»ꎬ 对全国各地、 各行业体协、 总

局各部门和单位贯彻执行 «计划» 提出了

要求ꎮ
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ꎮ １ 月 １

日ꎬ 在全国 ３１ 个省 (区、 市) 开展 “ ‘中国体

育彩票’ ２０１６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ꎮ ６ 月

１０ 日ꎬ 在全国举行纪念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全
民健身在路上” 系列活动ꎬ 并在江西瑞金举办

启动仪式ꎬ 相关地区选择红军长征所经过的

地、 市、 县举办健步走 (跑) 活动ꎮ 在海淀区

田村路街道田村山体育运动中心举办第八个全

国 “全民健身日” 北京主会场活动ꎬ 这也是

“全民健身日” 全国主会场首次设在街道级的

社区体育中心进行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冬季ꎬ 在哈

尔滨和张家口举办了全国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

及系列活动主会场活动ꎬ 带动全国各地冬季运

动蓬勃发展ꎮ
三是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ꎮ ２０１６ 年投入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１１ ２１５７ 亿元资助建设县

级全民健身中心 ４０ 个ꎬ 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９００ 个ꎬ 笼式足球场 ２６７ 个ꎬ 多功能健身场地

３３３ 个ꎬ 拼装式游泳池 ２０ 个ꎬ 更新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健身器材ꎬ 并资助天津实施 “全运惠民

工程”ꎮ 配合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１５ 亿元建设了公共体育场 １６７ 个ꎬ 足球场 ３２９
个ꎬ 全民健身中心 ５６ 个ꎮ

五、 加大青少年体育工作力度ꎬ 推进

完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制定了 «青少年体育 “十三五” 规划»

及 «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标准»ꎬ 贯彻实

施 «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

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４) »ꎮ ２０１６ 年国家体

育总局继续联合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开展以

“全国青少年 ‘未来之星’ 阳光体育大会”
(涵盖冬夏两季) 为龙头的系列活动ꎬ 包括 ６
项全国青少年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 ２ 项全

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 ８ 站全国青少年户

外体育活动营地夏令营、 科学健身普及活动

以及资助总局项目管理中心及有关直属单位

开展 ６７ 项青少年夏 (冬) 令营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暑期的各项活动已顺利举办ꎬ 吸引了全国近

３０ 万名青少年直接参与活动ꎮ 开展青少年体

育工作者培训工作ꎬ 面向省 (区、 市) 体育

局和总局项目中心、 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和

体校ꎬ 组织了 １４ 期大纲培训班、 ２ 期西部体

校送教上门、 足球青训教练员培训 ３ 期ꎬ ２ 期

俱乐部管理人员培训、 １２ 期传统校师资培训、
２ 期传统校校长培训、 ２ 期营地管理人员培

训、 １ 期青少年体育管理干部培训、 １ 期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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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体育基础数据统计培训ꎬ 累计培训各级各

类青少年体育工作者 ３６４０ 余人ꎮ 开展国家示

范性青少年俱乐部评定ꎬ 命名 １５０ 家国家示

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ꎮ 搭建青少年体育交

流桥梁ꎬ 开展青少年体育国际交流活动和赛

事ꎮ ７ 月和 １１ 月ꎬ 在韩国济州、 广东肇庆分

别开展了中韩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ꎮ ８ 月ꎬ 在

浙江宁波举办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ꎬ 在江西

上饶开展中日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ꎮ １０ 月ꎬ
在江西赣州开展了中日青少年体育指导交流

活动ꎮ

(体育总局直属机关党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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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

中国社科院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按照中央文明委工作部署ꎬ 中国

社会科学院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ꎬ 把

精神文明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ꎬ 推进以科研为

中心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和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统筹谋划安排ꎬ 认

真组织实施ꎬ 取得明显成效ꎮ
一、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引
导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一)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学习宣传贯彻六

中全会精神ꎬ 召开党组会议和所局级领导干部

动员会ꎬ 传达全会精神ꎮ 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总体方案、
工作方案ꎬ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方案、 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课题工作方案等ꎬ 全面

部署学习贯彻任务和推进措施ꎮ 组织成立中国

社会科学院宣讲团ꎬ 深入到院属各单位开展宣

讲ꎮ 通过举办全院副局级领导干部、 纪委书

记、 纪检干部培训班等ꎬ 在全院兴起学习贯彻

六中全会精神热潮ꎮ 院属各单位积极安排党委

中心组学习ꎬ 把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学习的

重要内容ꎬ 通过党委书记带头讲党课、 举办报

告会、 讲座论坛等方式ꎬ 推动全体党员广泛

学习ꎮ
(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特别是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指示ꎮ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ꎬ
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第五

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的重要批示纳入

各类学习班内容ꎮ 为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举办所局主要领导干部马克

思主义著作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读书班ꎬ 集中一周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ꎮ 社

科院党组成员讨论、 确定学习专题和阅读书

目ꎬ 作动员报告和辅导报告ꎬ 驻会参加学习ꎬ
并对每位同志的读书笔记逐一阅评ꎬ 该学习品

牌被评为 “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学习品牌”ꎮ 举

办处室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千人大培训”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编辑人员学习班、 经济学部处室级以上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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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培训班ꎮ 组织

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５１７” 重要讲话精

神培训班ꎬ 做到全覆盖ꎬ 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 主题征文活动等ꎬ 以领导

干部为重点的学习培训ꎬ 带动了我院党员干部

理论学习和研讨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

发展ꎮ
二、 开展建党 ９５ 周年、 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纪念活动ꎬ 深化理想信念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以开展建党 ９５ 周年、

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ꎬ 深化理

想信念教育ꎬ 号召全院干部职工不忘初心、 继

续前进ꎬ 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

努力ꎮ
(一) 开展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系列活动ꎮ 举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大会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党组书记王伟光

同志作重要讲话ꎬ 会上表彰优秀党员、 优秀党

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ꎬ 总结交流党的建

设工作经验ꎮ 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ꎬ 认真撰写学

习体会ꎬ 王伟光同志发表 «坚持不忘初心　 坚

定理想信念» 等理论文章ꎬ 积极营造浓厚氛

围ꎮ 举办 “中华魂家国情深” 建党 ９５ 周年

赛诗会ꎬ 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两优一先”
评选ꎬ 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的党史知识

竞赛等活动ꎬ 不断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ꎮ
(二) 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系列

活动ꎮ 组织青年学者开展 “不忘初心　 走好新

长征” 国情考察ꎬ 赴四川省泸定县和陕北吴起

县、 志丹县、 延安市等地实地调研ꎬ 组织学者

参观 “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主题展览”、 参加中央国

家机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文艺演出活动

等ꎬ 通过举行形式多样、 主题鲜明的系列纪念

活动ꎬ 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ꎬ 弘扬党的丰功

伟绩ꎬ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温长征精神ꎬ 树立

实现中国梦的崇高理想ꎮ
(三)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ꎮ 举办 “反

腐败国际合作报告会” “学习党史知识　 加强

党性修养做合格党员” 专题报告会ꎬ 在全院引

起强烈反响ꎻ 组织观看大型专题片 «永远在路

上»ꎬ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ꎬ 进一步提高

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化水平和实效性ꎮ
三、 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契机ꎬ

形成共同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良好局面ꎮ
(一) 筹办第四届道德建设论坛ꎮ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ꎬ 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和学风建设ꎬ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４０ 周

年ꎬ 筹办第四届道德建设论坛——— “著作等身

与著作等心”ꎮ 王伟光同志作讲话ꎬ 道德论坛

举办后到各单位开展巡讲活动ꎬ 形成了崇德向

善的强大力量和良好氛围ꎮ
(二)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继

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

化ꎬ 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ꎮ 开展 “我为国家

工作　 家人为我自豪” 主题家庭日活动ꎻ 广泛

开展 “情系老区奉献爱心” 捐书活动ꎬ 全院各

单位积极参加ꎬ 踊跃捐书 ２４７１ 本ꎬ 目前这些图

书均已到达赣州老区县市图书馆ꎬ 有效解决了

老区各县市图书馆图书数量不足ꎬ 种类不全等

问题ꎮ
(三) 推动职能部门作风转变ꎮ 继续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直机关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 “文
明窗口” 单位评选工作ꎬ 在全院工作会议上对

５ 个 “文明窗口” 单位进行表彰奖励ꎬ 弘扬严

守纪律、 弘扬正气、 勤奋工作、 甘于奉献的优

良作风ꎮ 坚持每年在全院开展机关作风评议ꎬ
并将评议结果在全院进行通报ꎬ 通过这些举

措ꎬ 为机关反 “四风”、 转作风奠定良好的群

众基础ꎮ
(四) 加强典型引路ꎬ 充分发挥示范作用ꎮ

将推荐榜样与学习榜样相结合、 选树好人与宣

传好事相结合ꎬ １ 个家庭被评为 “全国五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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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家庭”ꎬ ２ 个家庭被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ꎬ
３ 名同志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青团员、
３ 名同志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青团干部、
２ 个支部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五四红旗团支部ꎮ
向全国妇联推荐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

体 １ 个、 全国维护妇女权益先进个人 １ 名ꎬ 全

国维护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１ 名ꎻ 推报工业经济

研究所工业运行研究室申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全

国青年文明号、 推荐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青年学

习小组申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

(特别推荐集体)ꎬ 以加强典型引路为契机ꎬ 进

一步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工作ꎮ

四、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考察

考核重要标准
落实从严管理干部要求ꎬ 对发现有违反核

心价值观的倾向性、 苗头性问题的干部进行沟

通谈话或诫勉谈话ꎻ 在干部选拔、 职称评审、
课题立项、 人才引进、 评优推荐等工作中ꎬ 树

立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用人导向ꎻ 在干部考察

中突出 “德” 的要求ꎬ 先后到院属相关单位开

展干部经常性考察ꎬ 充分了解干部 “德” 的

情况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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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保监会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文

明委和保监会党委工作部署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工作主线ꎬ 扎实推进理论

武装、 精神文明创建、 志愿服务、 诚信制度

化、 文化建设等工作ꎬ 不断完善精神文明工作

制度机制ꎬ 为进一步加强保险监管、 维护保险

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思想保证和精神

动力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ꎮ 结合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ꎬ 扎实推进保监会系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章党规党纪ꎬ 以

党委中心组和领导干部为重点ꎬ 采取多种方式

开展学习ꎬ 确保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和行动上

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ꎮ 二是组织开展重大学习活动ꎮ 组织全系统

开展党的十八届五中、 六中全会、 全国 “两

会” 等重大会议精神和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等重要文件精神

的学习贯彻活动ꎮ 三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ꎮ 紧

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强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引导党员干部加

强思想建设和党性修养ꎬ 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ꎬ 不

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ꎮ 四是开展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主题宣传ꎮ 组织党

员干部参加中央国家机关改革发展大讲堂、 中

央国家机关学习贯彻 “两会” 精神报告会、
“展望 ‘十三五’ ” 系列报告会和各类理论专

题学习活动ꎮ
二、 广泛开展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
一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

育实践活动ꎮ 坚持深入阐释、 广泛宣传ꎬ 坚持

丰富活动、 强化实践ꎬ 在贯穿结合融入、 落细

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ꎬ 增强价值观自信ꎬ 凝聚深

化改革正能量ꎮ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体

现到行业规章制度、 行为准则、 服务规范之

中ꎮ 二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ꎮ 大力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ꎬ 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各类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ꎬ 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庆祝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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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１５０ 周年大会ꎬ
组织参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主题展、 观

看 «遵义会议» 等爱国教育影片ꎮ 三是推进法

治文化建设ꎮ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ꎬ 组织参

加中央国家机关法治人物和法治故事宣传展示

评选活动ꎬ 系统内 ９ 名同志被评为或提名为

“中央国家机关最受欢迎的法治人物”ꎬ 在中央

国家机关中名列前茅ꎮ 四是加强先进典型宣

传ꎮ 积极挖掘和宣传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鲜活感人事例ꎬ 采取多种形式ꎬ 广

泛宣传行业各类先进典型ꎬ 发挥先进典型对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时代新风尚的示

范引领作用ꎬ 传播行业正能量ꎬ 塑造行业新

风貌ꎮ
三、 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一是组织开展学雷锋先进命名活动ꎮ 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保险核心价值

理念为主线ꎬ 以爱岗敬业、 诚信服务为重点ꎬ
开展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命名

活动ꎬ 命名 ２７３ 个 “保险业学雷锋活动先进集

体”、 ３５５ 名 “保险业岗位学雷锋先进个人”ꎮ
二是实施保险业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ꎮ 聚焦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ꎬ 组建保险业扶贫志愿者团

队ꎬ 向全行业发出扶贫志愿倡议ꎬ 投身保险精

准扶贫工作ꎬ 发挥保险优势ꎬ 创新保险服务ꎬ
助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ꎮ 三是推进保险业志愿

服务制度化ꎮ 引导行业结合实际ꎬ 开展多种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进行保险知识普及和消费

者权益维护ꎮ 建立完善制度机制ꎬ 推动保监

局、 保险机构成立志愿服务组织ꎬ 搭建志愿服

务平台ꎬ 培育形成优秀团队ꎬ 壮大志愿者

队伍ꎮ
四、 大力加强保险业信用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保险业信用体系建设ꎮ 成立保险

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ꎮ 深入开展行政许可

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ꎬ 加快推进保

险信用信息系统建设ꎬ 全面开展保险公司服务

评价ꎬ 有效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ꎮ 二是积

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ꎮ 开展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ꎬ 与有关部委签署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ꎬ 建立以保险业

为主体的联合惩戒制度机制ꎬ 促进行业信用状

况公开透明ꎮ 三是严厉查处保险领域各种违规

失信行为ꎬ 加大查处力度ꎬ 开展反保险欺诈ꎬ
加大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ꎮ 四是推进诚信

文化建设ꎮ 坚持诚信标准ꎬ 做好有关评优评先

工作ꎮ 加强诚信教育宣传ꎬ 把职业道德教育、
社会公德教育、 诚信服务教育和作风纪律教育

纳入从业人员的日常培训ꎬ 不断提高全行业诚

信意识和信用水平ꎮ
五、 持续推进保险文化建设
一是深化保险核心价值理念宣导ꎮ 支持和

引导行业各单位ꎬ 利用多种形式和载体ꎬ 持续

推进保险文化建设ꎮ 推进保险核心价值理念融

入规章制度ꎬ 贯穿监管工作的全过程ꎬ 落实到

保险服务经营各环节ꎮ 二是丰富保险文化建设

载体ꎮ 引导行业各单位结合实际ꎬ 创作歌曲、
小说、 话剧、 影视等作品ꎬ 运用微电影、 手机

媒体、 广播电视、 网络、 报刊等媒体ꎬ 宣传行

业文化建设成果ꎬ 形成一批能代表保险行业形

象并被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作品ꎮ 组织以最美保

险人林萍为原型的话剧 «生命密码» 巡演ꎬ 向

社会传播保险人的真善美ꎬ 弘扬保险行业正能

量ꎮ 三是推进行业整体宣传ꎮ 开展 “全国保险

公众宣传日” 系列活动ꎬ 在央视播放 “保险
让生活更美好” 行业形象宣传片ꎬ 宣传保险文

化理念和知识ꎬ 展示保险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成就ꎬ 进一步拉近保险与公众

的距离ꎬ 传递保险正能量ꎮ
六、 不断完善精神文明工作制度机制
一是加强统筹规划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重要论述ꎬ 精学精进、 学用结合ꎬ 切实用讲

话精神统一思想、 指导工作ꎮ 协调推进保监会

系统宣传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工作ꎬ 制定印发

２０１６ 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点ꎮ 二是在全行业

组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ꎮ 通过书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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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研讨、 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ꎬ 深入分析保

险行业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ꎬ 全

面总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举措和成效ꎬ
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ꎬ 形成 «保险行业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报告»ꎬ 进一步明确了

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和方法ꎮ 三

是加强内外部联系ꎮ 强化对行业精神文明建设

的指导ꎬ 引导和支持各保监局、 保险公司积极

参与地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加强与外部单位

的联系ꎬ 形成工作合力ꎮ

(保监会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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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系统
特色活动

广泛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
永远跟党走” 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 全国总工会下发 «关于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主题教育

活动的通知»ꎬ 对全国各级工会全年围绕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

年ꎬ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作出了全面部署ꎬ
全年以 “中国梦劳动美” 为主题举办了多项

活动ꎮ 组织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 第三届全

国职工微影视大赛ꎮ 涵盖全国 ３１ 个省市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以及交通、 石油、 金融、 电网等多

个行业的 ８００ 多家单位参与ꎬ 参赛作品达到

１５００ 余部ꎬ 设立十一大类 ３６ 个奖项ꎮ 经过层

层选拔ꎬ 最终选出特别金奖影片 ２３５ 部ꎬ 最佳

组织奖、 单项奖等 ４１１ 个ꎬ 影响力覆盖全国ꎮ
组织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 第三届全国职工

摄影书画作品展ꎬ 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ꎬ
广大职工摄影书画爱好者踊跃投稿ꎬ 共征集到

职工摄影作品 ５５１４４ 件、 职工书画作品 ２０００ 余

幅ꎮ 组织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 第三届全国

职工围棋大赛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行业

体协共选派 ４５ 支代表队 ２２５ 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ꎮ ２０１６ 年 “五一” 期间ꎬ 全总与中央电视台

共同举办庆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ꎬ
将 “中国梦劳动美” ———庆祝 “五一” 国际

劳动节特别节目现场安排在职工劳动一线ꎮ 各

省 (区、 市) 总工会在全总示范作用和指导

下ꎬ 以主题演讲、 知识竞赛、 歌咏比赛、 报告

会、 故事汇等形式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主题教育

活动ꎬ 吸引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上亿名职工

参加ꎮ

大力加强职工职业道德建设
以职工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ꎬ 带动职工社

会公德、 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ꎮ 与中宣

部、 中央文明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和

国资委共同开展第十四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

设评选表彰活动ꎬ 共收到选票两亿五千多万

张ꎬ 在广大职工中产生了较大反响ꎮ 深入贯彻

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纲要»ꎬ 积极推广职工大

讲堂、 劳模和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事迹巡回宣讲

等好经验好做法ꎬ 引导基层常态化开展丰富多

彩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依托职工书屋

在广大职工中深入开展 “争当学习型职工读书

行动”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全总投入职工书屋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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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 万元ꎬ 同时投入 ６８７ 万元建设电子职工书

屋ꎬ 着力改善阅读条件缺乏地区和行业以及农

民工群体的学习条件ꎮ 组织开展培养新工人、
新市民活动ꎬ 对农民工进行城市生活常识、 文

明礼仪、 市民意识、 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培训ꎬ
提升农民工的文明素养和职业素养ꎮ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各省级工会已成立职工

志愿服务领导 (指导) 机构 ２６ 个ꎮ 全国现有

职工志愿服务队伍或服务品牌 ７００ 多个ꎬ 固定

成员 ３００ 多万人ꎬ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志愿服

务团队ꎮ 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以关爱农民工、 关

爱困难职工为重点的职工志愿服务 “关爱” 行

动ꎮ 各地工会通过多种形式为基层单位职工、
生产生活一线提供相关医疗、 法律服务ꎮ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ꎬ 全总直接指导地方工会办结职工法

律援助案件 １６２９ 件ꎬ 其中涉及农民工案件

１３１０ 件ꎬ 占 ８０ ４％ꎬ 为 ２９１７ 名受援职工挽回

经济损失 １ １２ 亿元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和 ７ 月ꎬ 中国

教科文卫体工会先后联合中国国防邮电工会、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组织北京、 天津、 山东等地

２６ 名医疗志愿服务专家分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天津基地和青岛港ꎬ 为辛勤工作在航天基

层一线的职工和广大交通职工、 海员送关爱、
送健康ꎬ 为特殊行业基层职工提供便捷精准服

务ꎬ ２０００ 余名职工群众直接受益ꎮ 安徽省总工

会 ２０１６ 年 “两节” 送温暖期间ꎬ 全省各地工

会组织广大职工志愿者根据能力和特长ꎬ 为返

乡农民工和困难职工提供志愿服务ꎬ 仅蚌埠市

各级工会组织在此期间筹集发放送温暖物资约

６００ 万元ꎬ 覆盖困难职工近万名ꎮ 重庆市总工

会成立千名律师志愿服务团ꎬ 在全市开展 “千
名律师进企业ꎬ 服务职工在基层” 活动ꎬ 首批

招募律师志愿者 ３９７ 名ꎬ 分赴 ３８０ 个乡镇、 ７
个市级产业工会下辖的 ３０００ 余个基层单位职工

生产生活一线ꎬ 开展相关法律服务工作ꎮ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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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共青团中央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青年工作思

想ꎬ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部署ꎬ 紧密结合

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实际ꎬ 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

要求融入全团各项工作ꎬ 广泛开展青少年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不断增强针对性和普遍

性ꎬ 推动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ꎮ
一、 大力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

根基
动员全团广泛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

宣传活动ꎬ 特别是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知识分子、 劳动模范、 青年代表座谈会、 庆

祝建党 ９５ 周年大会、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

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ꎬ 及时下发通知ꎬ 面向全

团作出部署ꎮ 团中央书记处举办集体学习 １２
次ꎬ 参与学习人员 ２４００ 余人次ꎮ 发动各级团组

织以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弘扬长征

精神决胜全面小康” 为主题ꎬ 广泛开展庆祝

建党 ９５ 周年、 纪念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ꎮ 团中央微博持续开展 “学习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主题活动ꎬ 总阅读量累计

达 １ ６ 亿人次ꎻ 发起的 “我是党员” “我为什

么入党” 主题活动ꎬ 总阅读量超过 １ ７ 亿人

次ꎮ 制作推出 «跟总书记学» «青年网络公开

课» «画说党史» «天安门快闪» «追寻长征印

记» 等网络文化产品ꎬ 深受青少年欢迎ꎮ
二、 坚持宣传教育、 榜样引领和文化

育人相结合ꎬ 大力推进青少年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ꎬ 部署全团充分利用各

种节点ꎬ 广泛开展学习交流、 故事分享、 仪式

教育、 寻访实践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涵的主题活动ꎮ 在抓好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最

美青工、 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 大学生自强之

星等评选的同时ꎬ 团中央集中开展了 “践行核

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 主题活动ꎬ
推选产生了 １００ 名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ꎮ 组织

开展分享团走基层活动ꎬ 吸引 ９４００ 余名青年现

场参与ꎬ 新媒体访问量超过 １ ４５ 亿次ꎮ 团中央

微博开展的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主题活

动ꎬ 吸引 １０２ 万名青年参与ꎬ 总阅读量超过 ４
亿人次ꎮ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军地共建共

育ꎬ 积极推进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和反邪教工

作ꎮ 突出文化育人功能ꎬ 重点开展了 “向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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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全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 中华传统文化经

典诵读、 全国大学生校园文艺会演、 团中央青

年文化精品巡演、 “绿色长征” 环保公益健走

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ꎮ
三、 推动共青团新媒体工作提质增效ꎬ

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 “青年好声音”
全团构建了中央、 省、 市、 县四级微博微

信矩阵体系ꎮ 团组织和干部认证微博 ７ ２ 万个ꎬ
微博矩阵粉丝总量 ９５００ 万ꎮ 各级团组织开设微

信公众号 ２ １ 万个ꎬ 微信矩阵粉丝总量 ２３００
万ꎮ 持续推进 “青年好声音” 网络文化行动和

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ꎬ 重点开展了 “我和国

旗合个影” “中国偶像” “长征长征” “我深深

地爱着这个国家” “警惕颜色革命” “南海是中

国的” 等主题网络宣传活动ꎬ 点击量过亿的话

题活动达 ２４ 个ꎮ 广泛开展争做 “中国青年好

网民”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举办 “中国青年好

网民” 优秀故事征集活动ꎬ 动员团员青年在倡

导文明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 筑牢网络行为规

范底线中发挥生力军作用ꎮ 大力实施共青团宣

传思想工作产品化战略ꎬ 制作推出各类产品

１００ 余集ꎬ 累计超过 １４００ 分钟ꎬ 网络总浏览量

超过 ２ 亿次ꎮ 全面加强共青团网宣队伍建设ꎬ
成立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协调指挥中心ꎬ 常态化

组织网宣骨干培训ꎬ 旗帜鲜明地开展网络舆论

斗争ꎬ 努力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网络空间ꎮ
四、 注重完善网络组织体系和服务功

能ꎬ 持续推动 “青年之声” 平台升级发展
“青年之声” 是共青团中央以互联网思维

和技术为支撑打造的一个直接面向青年的网络

互动社交平台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五四” 前夕正式

开通以来ꎬ “青年之声” 始终坚持通过 “众筹”
“共享” 等资源动员方式ꎬ 面向广大青少年零

距离联系、 交互式沟通、 大数据运营ꎬ 在推动

各项联系服务引导工作直达青年的同时ꎬ 努力

将其打造成为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年听党话、 跟

党走的核心阵地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全团共建

立涵盖省市县、 机关高校企业的网络终端近

６０００ 个ꎬ 各级 “青年之声” 累计访问量 ９０ ９４
亿人次ꎬ 接受咨询、 求助和问题反映 １６５３ ２８
多万条ꎬ 有效回复 ７７０ ０４ 多万条ꎮ 同时ꎬ “青
年之声” 还积极整合活跃在各领域青年群体中

的社会组织ꎬ 共建立线下服务联盟 １ ３ 万个ꎬ
吸纳各领域专家 ２０５ 万名ꎬ 开展线下服务活动

２２ ６ 万余场ꎬ 覆盖青年 ７０００ 多万人次ꎬ 在深

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 推进青少年精神文明建

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五、 充分发挥共青团实践育人优势ꎬ

深化青少年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重点活动
根据当代青年新特点、 新规律ꎬ 聚焦 ９０ 后

青年ꎬ 大力开展 “出彩 ９０ 后” 宣传展示活动ꎮ
以开展 “青年文明号” 活动为重点ꎬ 大力倡导

敬业精神ꎬ 弘扬诚信文化ꎬ 引导青年践行职业

道德ꎮ 深化 “保护母亲河” 行动ꎬ 扎实推进京

津冀晋蒙青少年增绿减霾共同行动ꎬ 大力推进

共青团绿化带建设ꎮ 以 “青春建功 ‘十三

五’携手共筑中国梦” 为主题ꎬ 开展全国大

中专学生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ꎬ 组建 １４
万支团队ꎬ 深入基层开展实践活动ꎮ 广泛开展

青少年学雷锋活动和青年志愿服务活动ꎬ 大力

实施青年志愿者助残 “阳光行动”ꎬ 持续开展

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ꎮ 同时ꎬ
深化 “手拉手” “希望工程” 等共青团品牌活

动ꎬ 广泛开展 “光盘行动”、 绿色出行、 垃圾

分类、 节水节能等 “微公益” 活动ꎬ 使其成为

加强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实践载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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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建设 “青年之声” 网络互动社交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网络安全信息化工作和共青团改革发

展高度重视ꎬ 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共青团开

展网络新媒体工作作出重要指示ꎬ 强调共青团

要高度重视网上工作ꎬ 在清朗网络空间、 弘扬

网上主旋律中发挥更多作用ꎮ
按照 “用网、 占网、 建网” 的基本思路ꎬ

团中央把 “青年之声” 互动社交平台建设作为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深化之举、
创新之策ꎬ 作为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

破口和推进 “网上共青团” 建设的关键性举

措ꎬ 紧紧围绕 “全团有网站、 各级有门户、 团

员有户口、 基层有平台、 干部有窗口、 活动有

舞台” 的 “六有目标”ꎬ 着力打造 “团网” 深

度融合、 “团青” 充分互动的工作新格局ꎬ 使

“青年之声” 平台成为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年听

党话、 跟党走的核心阵地ꎮ
“青年之声” 平台自 ２０１５ 年 “五四” 前夕

正式开通以来ꎬ 始终坚持以互联网思维和技术

为支撑ꎬ 面向广大青少年零距离联系、 交互式

沟通、 大数据运营ꎬ 实现了自身的持续快速发

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全团共建立涵盖省市

县、 机关高校企业的网络终端近 ６０００ 个ꎬ 各级

“青年之声” 累计访问量 ９０ ９４ 亿人次ꎬ 接受

咨询、 求助和问题反映 １６５３ ２８ 多万条ꎬ 有效

回复 ７７０ ０４ 多万条ꎻ 共建立线下服务联盟 １ ３
万个ꎬ 吸纳各领域专家 ２０５ 万名ꎬ 开展线下服

务活动 ２２ ６ 万余场ꎬ 覆盖青年 ７０００ 多万人次ꎮ
２０１６ 年初ꎬ 团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青年之

声” 建设 “四个融合” 的任务要求ꎬ 要求全团

齐心协力推动实现 “青年之声” 与共青团工作

全面融合、 “青年之声” 与青年之家全面融合、
团内团外全面融合、 机关与基层全面融合ꎮ 这

是对推动平台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指引ꎬ 掀

开了 “青年之声” 深化发展的新篇章ꎮ 一年

来ꎬ 通过推进 “青年之声” 实现 “四个融合”ꎬ
一方面ꎬ “青年之声” 为团的各项工作提供了

便捷高效的运转平台ꎬ 促进了 “共青团＋互联

网” 转型ꎻ 另一方面ꎬ 各项实体项目的接续进

驻与深度融合ꎬ 也为平台建设的深化与发展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ꎮ
“青年之声” 的建设带来共青团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ꎬ “四个融合” 任务要求的

落实将进一步支撑共青团改革发展ꎬ 在 “凝聚

青年ꎬ 服务大局ꎬ 当好桥梁ꎬ 从严治团” 四维

工作格局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２０１６ 年ꎬ 团中央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作为开展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

领、 深化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契机ꎬ 在

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了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ꎮ

活动紧密结合青少年思想实际ꎬ 运用青少

年喜闻乐见的方式ꎬ 全面回顾 ９５ 年来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和改革事业的

５８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光辉历程、 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ꎬ 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跟

党走的理想信念ꎬ 增强 “四个自信”ꎬ 自觉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一是开展党史

党情宣讲活动ꎮ 发动各级团组织积极邀请党政

领导、 专家学者深入学校、 企业、 社区、 军营

等基层单位ꎬ 围绕党成立 ９５ 年来的奋斗史、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十三

五规划” 解读等内容ꎬ 广泛开展 “与信仰对

话” “与人生对话” “四进四信” 等主题宣讲

活动ꎮ 二是开展主题团队日活动ꎮ 坚持集中性

活动和经常性活动相结合ꎬ 利用五四、 六一、
七一、 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结合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ꎬ 广泛开展入团宣誓、 志愿服

务、 学习座谈、 交流讨论、 参观寻访、 故事讲

述、 征文演讲等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的主题团

日活动ꎮ 少先队组织普遍开展 “红领巾心向

党” 主题队日活动ꎮ 七一期间ꎬ 全团重点开展

了组织收看中央庆祝建党 ９５ 周年大会直播、 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 重温入党

入团誓词、 优秀党员团员故事分享等活动ꎮ 三

是开展全媒体宣传活动ꎮ 各类团属媒体普遍开

设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专题、 专栏和

话题ꎮ 团中央微博开展的 “我是党员” “我为

什么入党” 主题网络活动ꎬ 总阅读量超过 １ ７
亿人次ꎬ 与 «求是» 红旗文稿等单位联合发起

的 “党史党建知识网络竞赛”ꎬ 累计吸引 ５３０
万人参与ꎮ 制作推出 «画说党史» «旗帜»
«ＴＧ 暖暖的» «追寻长征印记» «重走长征路»
等以庆祝建党 ９５ 周年为主题的系列文化产品ꎬ
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ꎬ 吸引青少年主动观

看、 广泛传播ꎮ

争做 “中国青年好网民”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２０１６ 年ꎬ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体共青团员发挥积极作用、 争做 “中国好

网民” 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广泛动员团员青年

积极发出 “青年好声音”ꎬ 在倡导文明健康的

网络生活方式、 筑牢网络行为规范底线中发

挥生力军作用ꎬ 共青团中央、 中央网信办深

入开展了争做 “中国青年好网民” 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ꎮ
活动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构建清朗网络空间两项根本任务ꎬ 聚焦

“中国好网民” 的具体要求ꎬ 广泛开展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宣传ꎬ 不断增

强团员青年争当 “中国青年好网民” 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ꎮ 一是集中线上发声ꎬ 深入推进 “青
年好声音” 网络文化行动ꎬ 开展争做 “中国青

年好网民” 网络话题讨论ꎬ 微博话题阅读量超

过 ４０００ 万次ꎮ 同时ꎬ 深入挖掘 “中国好网民”
的内涵ꎬ 编创了一批优质主题网络文化产品ꎮ
二是广泛发动基层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下活

动ꎮ 邀请正能量网络 “大 Ｖ”、 专家学者深入

青年ꎬ 围绕如何做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好网

民” 开展主题宣讲ꎮ 发动学校、 企业、 社区、
农村等不同领域基层团组织ꎬ 在团员青年中开

展交流讨论、 参观寻访、 征文、 演讲、 微电影

制作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团日活动ꎮ 三是开展

“中国青年好网民” 优秀故事征集活动ꎮ 在线

上线下广泛开展网络自荐和组织推荐ꎬ 推选各

个领域的青年好网民的优秀故事ꎬ 在青年中深

入开展学习评议ꎮ 经过网友投票和专家评审ꎬ
评选出 ９９ 个 “中国青年好网民” 优秀故事ꎬ
在互联网上积极传播正能量ꎬ 持续掀起弘扬主

旋律的热潮ꎬ 带动更多青年加入争当 “中国好

网民” 的行列ꎮ

(共青团中央直属机关文明委办公室供稿)

６８８



妇联系统

妇联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

神ꎬ 按照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部

署ꎬ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精神的具

体要求ꎬ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

意识、 看齐意识ꎬ 把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的思想

政治工作作为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的重要举措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ꎬ 着力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ꎬ
积极探索、 主动作为、 创新开展线上线下同步

推进的方式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妇女

的日常生活ꎬ 引领广大妇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听党话、
跟党走ꎮ

一、 以 “巾帼心向党扬帆新征程”
为主题ꎬ 做大做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

全国妇联积极主动地承担妇女听党话、 跟

党走的政治任务ꎬ 落实中央关于纪念建党 ９５ 周

年和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等部署ꎬ 创新开展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ꎬ 以

“巾帼心向党扬帆新征程” 为主题ꎬ 依托妇

联系统全媒体ꎬ 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党的女儿

话初心” “党史故事接力传播” “我心中的歌”
“感动随手拍” “从严治党看变化” 等紧跟时

代、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引导广

大妇女增强 “四个自信”ꎬ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ꎮ 各地妇联根据当地实际ꎬ 因地制宜开展参

观瞻仰革命先烈纪念场馆活动、 走访慰问、 参

观座谈、 每周一歌等线下纪念活动ꎬ 同时充分

利用微博、 微信和移动客户端与全国妇联 “两
微一端” 互动ꎬ 在全国 “公转” 的同时进行

“自转”ꎬ 形成上下联动、 统分结合妇女思想教

育一盘棋的格局ꎮ 据第三方统计结果显示ꎬ 截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底ꎬ 全网发文章约 ４４ 万篇ꎬ 参

与阅读、 转发、 评价、 点赞的网民超过 １ ５３ 亿

人次ꎮ 各地开展 “巾帼心向党” 活动的次数

３３ ８ 万次ꎬ 参与人数超过 ２３００ 万ꎮ
二、 以妇联系统新媒体矩阵为平台ꎬ

扩大网上正能量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在妇联全系统推进网络及新媒体工作ꎬ 形

成以 “女性之声两微一端四号”ꎬ 女性旗舰网

站 “中华女性网” 和 “妇联通” 云办公平台

“三大平台” 为先导ꎬ 各级妇联 ６７４９ 个新媒体

平台联动发力、 互动活跃的集群矩阵ꎬ 联系覆

盖 ６８００ 多万人ꎬ 成为妇联组织开展网上工作的

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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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阵地ꎮ 同时ꎬ 全国省、 市、 县、 乡、 村各

级妇联组织建立微信工作群和联系群 ９０ 多万

个ꎬ 直接联系妇女群众和妇联干部近 ４５００ 万

人ꎮ 建立网络及新媒体工作专家智库ꎬ 建成一

支包括 １０００ 名网评员、 １０ 万名网宣员在风的

工作队伍ꎬ 全年不间断地播发听党话跟党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家

庭美德等内容在内的各类新媒体稿件ꎬ 在网上

唱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ꎮ
三、 创新开展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
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契机ꎬ 将纪念三八节

日的宣传作为妇联组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

重要载体ꎮ 在央视推出 «花开中国» “三八”
国际妇女节特别节目ꎬ 以全国三八红旗手为主

角ꎬ 充分宣传了中国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

活两个方面的独特作用ꎬ 收看观众达 ７２４０ 多

万ꎬ 同期网上相关微话题阅读量 ７２２ 万人次ꎮ
邀请部分三八红旗手代表制作 «我是三八红旗

手» 宣传片ꎬ 邀请董卿等多位明星参与拍摄

«我为三八红旗手点赞» 短视频ꎬ 在网络平台

播出ꎬ 观看量突破 １５０ 万次ꎮ 精心策划开展

“姐妹相约网上过节” 主题活动ꎬ 组织发动

各级妇联以丰富多彩、 符合女网民期待的形式

与内容ꎬ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ꎬ 打通妇联组织与

妇女群众联系的 “最后一公里”ꎮ
四、 加大选树和宣传妇女优秀女性典

型的力度ꎬ 营造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良
好社会氛围

为进一步扩大全国三八红旗手在妇女群众

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ꎬ 在 ２０１５ 年用 ５％的名额

创新开展全国三八红旗手社会化推荐的基础

上ꎬ ２０１６ 年度社会化推荐提升至 １０％ ( ３０
名)ꎬ 带动各级妇联组织推进三八红旗手社会

化推荐工作ꎬ 形成各地妇女争当先进的热潮ꎬ
营造见贤思齐、 共同努力的良好社会氛围ꎮ 创

新开展全国三八红旗手巡讲活动ꎬ 组织优秀全

国三八红旗手 (集体) 典型代表走进交通部、
北京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人寿等机关、

高校和企事业单位、 街道和社区ꎬ 与各界女性

面对面交流ꎮ 组织全国三八红旗手代表做客人

民网ꎬ 人民网累计访问量达 １３ ７ 万人次ꎬ 有力

引领、 凝聚广大女性以优秀女性为榜样ꎬ 提高

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ꎮ
五、 创新开展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

计划ꎬ 提高广大女性思想文化素质
开创 “互联网＋女性终身学习” 工作模式ꎬ

利用国家开放大学资源ꎬ 打造电脑端和手机端

一体的 “女性享学吧” 互联网学习新平台ꎬ 构

建线上线下优势互补的学习体系ꎬ 为广大女性

提供学习服务ꎬ 助力女性提高思想文化素质ꎬ
提高明辨是非能力ꎬ 目前已注册 １ ８ 万余名学

员在线学习ꎮ
六、 不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作ꎮ 深

化寻找 “最美家庭” 和 “好家风 　 好家
训” 宣传展示活动

创新 “最美家庭” 启动仪式ꎬ 依托人民网

举行 ２０１６ 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启动仪式ꎬ
全国 ４００ 多万网民同时在线收看ꎬ 实现了最美

家庭活动让广大老百姓知晓、 扩大活动影响力

和覆盖面的较好成效ꎮ 推动党政机关 “树清廉

家风创最美家庭”ꎮ 全国妇联与中直机关工

委、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联合开展 “树清廉家

风创最美家庭” 主题活动ꎬ 进一步引导中央

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廉洁齐家ꎬ 带头树立

良好家风ꎬ 为全国各级机关党员干部作出表

率ꎮ 各省区市妇联通过联合省委组织部、 宣传

部、 纪委、 文明办、 省直工委等单位ꎬ 分别通

过各种方式开展了清廉家风建设主题活动ꎮ 全

国妇联认真做好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

作ꎮ 注重群众创建工作与推选工作相结合ꎬ 经

过层层推选ꎬ 完成了第十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评选表彰工作ꎮ 为了使妇联系统开展的最美家

庭和五好文明家庭相关工作与中央文明委有关

工作有机衔接ꎬ 向国家表彰奖励办提出申请ꎬ
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更名为全国五好家庭ꎮ 积

极参与中央文明委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创建和推荐评选表彰工作ꎮ 和中央文明办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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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推荐评选表彰办公室

工作ꎬ 在全面负责完成妇联系统推荐上报的候

选家庭工作的基础上ꎬ 共同负责完成其他候选

家庭材料编辑、 修改和公示等工作ꎬ 配合做好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筹备工作ꎬ 推动

家庭文明建设工作在更高平台实现创新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妇联共向社会揭晓发布 ９６１ 户

２０１６ 全国 “最美家庭”ꎬ 评选表彰 ９８ 户全国五

好文明家庭标兵户和 ９７９ 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ꎻ
在全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中ꎬ 将全国五好家

庭、 最美家庭作为评选蓄水池ꎬ 完成 ３０２ 个全

国文明家庭候选户的资料审核、 素材整理和公

示工作ꎮ 在 ３０２ 户候选家庭中ꎬ 有 ２７６ 户是从

全国及省级五好家庭、 最美家庭中产生ꎬ 占总

数的 ９１ ４％ꎮ 通过培树先进家庭典型ꎬ 为营造

全社会良好家风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开展丰富多

彩的家风家教教育实践活动ꎮ 启动开展以 “书
香飘万家” 为主题的家庭亲子阅读系列活动ꎬ
向社会推荐 ２１０ 种优秀儿童读物ꎬ 发出 “爱孩

子　 就陪他们一起读书吧” 倡议ꎬ 组织号召一

批出版机构、 亲子阅读大使参与亲子阅读巡

展、 指导讲座及阅读沙龙等示范活动ꎮ 举办亲

子阅读夏令营ꎬ 开展线上线下的立体阅读活

动ꎬ 进行综合阅读实践体验ꎬ 帮助家长和儿童

养成阅读习惯ꎬ 树立良好家风ꎮ 开展 “心中有

祖国　 心中有他人” 主题活动、 “童心的叙事”
第三届全国儿童剪纸作品展、 第四季 “乡村少

年秀” 征文、 ２０１６ 年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优秀童谣评选等活动ꎬ 在少年儿童中广泛宣传

崇德向善的美好品质ꎮ
七、 推动巾帼志愿服务工作
按照中央文明办关于志愿服务工作的总体

部署ꎬ 全面实施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 巾帼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ꎬ 精心打造和宣传 “巾帼爱

心呼唤活动” “四点半学校” “女性普法大讲

堂” “代理妈妈” 等深受社区群众欢迎的巾帼

志愿服务品牌ꎮ 召开全国妇联巾帼志愿服务工

作推进会ꎬ 宣传发布 １００ 个全国优秀巾帼志愿

服务队和 ５０ 个全国优秀巾帼志愿服务项目ꎬ 为

各地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工作作出示范引导ꎮ 与

中宣部、 中组部等部门联合表彰了 ２０１５ 年宣传

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

动ꎮ 积极探索推动建立巾帼志愿服务注册登记

制度、 服务记录制度、 激励回馈制度ꎬ 壮大巾

帼志愿服务队伍ꎬ 目前全国各地累计已有 １０００
万名注册巾帼志愿者和近 ３５ 万支巾帼志愿服务

队ꎬ 为服务群众需求、 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积极

作用ꎮ

特色活动

开展 “巾帼心向党扬帆新征程”
学习教育活动

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开展七一、 十八届六中

全会、 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

年等系列重大宣传教育活动的部署安排ꎬ 根据

中宣部统一要求ꎬ 全国妇联下发了系列文件和

方案ꎬ 以 “巾帼心向党扬帆新征程” 为主

题ꎬ 以引导广大妇女听党话、 跟党走ꎬ 热爱祖

国、 热爱社会主义为目的ꎬ 依托妇联系统全媒

体ꎬ 指导各级妇联开展线上线下丰富多彩的群

众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９８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落细落小落实ꎮ 利用全国妇联女性之声 “两微

一端” 和妇联系统新媒体矩阵ꎬ 广泛开展 “金
色阳光幸福成长” 感动随手拍、 “党史故事

接力传播” “行走在党史路上———女大学生重

走长征路活动” “党的女儿心中的歌” 等新媒

体宣传活动ꎬ 同时在中国妇女报、 人民网中国

妇联新闻网、 中国妇女杂志等报刊网站上开辟

专题专栏ꎬ 推出系列文章、 评论ꎮ 各地妇联根

据当地实际ꎬ 因地制宜开展参观瞻仰革命先烈

纪念场馆活动、 走访慰问、 参观座谈、 每周一

歌等纪念活动ꎬ 同时充分利用微博、 微信和移

动客户端与全国妇联 “两微一端” 互动ꎬ 在全

国 “公转” 的同时进行 “自转”ꎬ 形成上下联

动、 统分结合的一盘棋宣传格局ꎮ “巾帼心向

党扬帆新征程” 学习教育活动得到广大女性

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ꎬ 截至目前ꎬ 仅网络相

关话题浏览点击量超过 １ ５３ 亿人次ꎮ 目前ꎬ 全

国妇联正在通过线上线下组织开展 “从严治党

看变化” 活动ꎬ 引导各地妇联开展 “党的女儿

话初心” “家风故事汇” “妇女之家学习吧”
等活动ꎬ 用新媒体生动活泼、 视觉鲜明、 易于

传播、 利用碎片化阅读的优势ꎬ 引导广大妇女

以全会精神为引领ꎬ 积极投身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事业ꎬ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ꎮ

创新开展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计划
为提高广大女性的文明素质ꎬ 促进妇女成

长成才ꎬ 开创 “互联网＋女性终身学习” 工作

模式ꎬ 联合国家开放大学共同开展精彩人生女

性终身学习计划ꎬ 打造电脑端和手机端一体的

“女性享学吧” 互联网学习新平台ꎬ 构建线上

线下优势互补的学习体系ꎬ 试点贯通非学历与

学历教育ꎬ 为广大女性提供学习需求服务ꎬ 助

力女性成长成才ꎮ 以需求导向为指引ꎬ 采用网

络微调查和实地调查形式ꎬ 在 ６３１４ 份有效问卷

和 ８ 份分报告的基础上ꎬ 形成文化修养、 健康

生活、 婚姻家庭、 亲子教育 ４ 大学习板块ꎬ 第

一期精选了 ８０ 门课程ꎬ ５６０ 个视频ꎬ 时长 ９０００
分钟的具有女性特质、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课程资源ꎮ ９ 月举行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

计划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ꎬ 第一年度由北

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杭州、 成都、 深圳 ７
个试点城率先开展ꎬ 累计 ９０ 多万人次在线观

看ꎮ 截至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女性享学吧” 已注册

学员 １ ６ 万余名ꎬ 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

广奠定基础ꎮ 编辑出版 «全面建小康巾帼建

新功———学习 “十三五” 规划纲要女性读本»ꎬ
引导妇女群众学习 “十三五” 规划纲要ꎬ 立足

岗位建新功ꎮ 本书已全部免费发放至各省区市

的基层 “妇女之家”ꎬ 共计为 ２４８５０ 册ꎬ 为实

现 “十三五” 的宏伟目标ꎬ 充分发挥广大妇女

“半边天” 的作用营造良好氛围ꎮ

(全国妇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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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文联精神文明建设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

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和文联党组要

求ꎬ 结合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紧紧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ꎬ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

工作导向ꎬ 不断推动中国文联机关精神文明建

设ꎮ 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新的

贡献ꎮ
一、 召开全国十次文代会ꎬ 吹响筑就

文艺高峰的时代号角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胜利召开ꎬ １５５０ 名文艺工作者代表欢聚一

堂ꎬ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ꎮ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大

会并发表激荡人心的重要讲话ꎬ 再一次奏响了

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的号角ꎬ
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艺理论创新和文艺事业发展ꎬ 提供了重要遵循

和行动指南ꎮ 讲话在文艺界乃至全社会引起强

烈反响ꎬ 全国文艺工作者备受鼓舞、 深受教

育ꎬ 极大地激发了时代责任感使命感ꎬ 增强了

听党话、 跟党走ꎬ 为中国文艺事业和中华文明

建设贡献力量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ꎮ 大会通

过了工作报告和修改后的文联章程ꎬ 选举产生

了中国文联新一届领导机构ꎮ 代表普遍反映ꎬ
报告主题鲜明、 求真务实ꎬ 富有时代性和感召

力ꎬ 是推动今后五年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ꎮ
章程的修改反映了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ꎬ 特别

是加强增加了行业自律方面的内容ꎬ 体现了广

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意愿ꎬ 是指导和规范文联

转型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重要制度ꎬ 对于繁荣

中国文艺事业ꎬ 加强文联精神和文化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ꎮ
二、 加强政治引领ꎬ 大力弘扬崇德向

善的道德风尚
中国文联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特别是在全国十次文代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ꎬ 充分认识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

作的领导ꎬ 是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ꎬ
加强对文艺界的思想引领和政治引领ꎬ 引导文

艺工作者突出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ꎬ 大力

弘扬崇德向善的道德风尚ꎮ 一是加大对文艺界

的团结引导ꎮ 中国文联印发了 «中国文联关于

加强对文艺工作者团结引导工作的意见»ꎮ 年

初ꎬ 与中宣部共同启动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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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培训研讨班ꎬ 加强对文艺界的思想引领、 政治

引领和创作引领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共举办培训班 １２６
期ꎬ 直接和函授培训会员达 ４ ８ 万多人ꎬ 有效

增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的理解、 认同和遵循ꎮ 二是加强行

业自律和行风建设ꎮ 成立中国文联职业道德建

设委员会及各协会行风建设委员会ꎬ 引导各门

类艺术从业人员严格遵守自律公约和行为守

则ꎬ 进一步引领文艺界自我规范ꎬ 弘扬主旋

律、 传播正能量ꎮ 中国曲协召开行风建设座谈

会ꎬ 与会代表围绕 “德艺兼修、 担当使命” 的

主题ꎬ 积极建言献策ꎮ 三是围绕重大活动开展

文艺创作ꎮ 组织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和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以及 “一带一路” 等

大规模的深入生活采风创作活动和文艺作品展

示活动ꎬ 推动创作和展出了一批弘扬中国精

神、 具有中国气派、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优秀作品ꎮ 中国文联、 中国美协、 艺术基金

会在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了 “中国梦想铸画

卷、 艺术史诗献给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ꎬ 刘奇葆同志莅临观

看并充分认可ꎮ 文艺研修院先后组织 ５７ 名艺术

家ꎬ 分四个创作小组前往长征途中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的地区进行实地创作ꎬ 艺术化展现长征

历程ꎬ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ꎮ
三、 加强团结引领ꎬ 深入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文联将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引导广大文艺

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引

领ꎬ 自觉践行以 “爱国、 为民、 崇德、 尚艺”
为内容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ꎬ 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ꎮ 一是继续深入开展 “深入生

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ꎮ 中国文联面向

全国文艺界公开征集确定活动项目 ２４ 项、 青年

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 ５０ 项ꎮ 组织 ２０ 多位知

名音乐家、 舞蹈家专程赴西藏采风ꎬ 创作推出

一批反映藏族人民现实生活的优秀歌舞作品ꎮ

举办音乐、 美术、 舞蹈、 摄影等 “向人民汇

报” 展演展览ꎮ 文代会期间ꎬ 成功举办 “百花

芬芳　 时代绽放” 代表联欢会ꎬ 习近平总书记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ꎬ 与代表们共襄盛举ꎮ
春节期间向广大观众奉献一台名家荟萃、 品质

优良的 “百花迎春” 大联欢节目ꎮ 二是圆满完

成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ꎮ 作为

中央文明办和中国文联扶植的重点项目ꎬ 多位

知名曲艺作家根据全国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创

作了一批精良的曲艺节目ꎬ 先后分 ３ 轮ꎬ 赴 ９
省区市的 １８ 个地区ꎬ 开展示范演出 ３１ 场ꎬ 直

接受众 ３ 万余人ꎬ 大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在各地掀起了学习宣传道德模范事迹的

热潮ꎮ 三是持续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工作ꎮ 组建

７ 支文艺志愿者服务队ꎬ 赴 ８ 个国家级贫困县

开展服务ꎮ 拓展文艺支教和培训ꎬ 面向 ８８ 所农

村中小学授课 ４ 万课时ꎬ 培训中西部地区基层

文艺骨干达 ４３００ 多名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共组织开展

大型文艺志愿服务 ６０ 多场次ꎬ 参与人数 １５００
多人次ꎬ 直接服务基层群众 ８０ 多万人ꎮ 中国文

联推荐的 ５ 名文艺志愿者、 ３ 个文艺志愿服务

单位、 ３ 个文艺志愿服务项目分别被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授予 “最美志愿者” “最美志愿服

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项目” 称号ꎮ
四、 深入推进文明机关建设
中国文联将加强文明机关建设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ꎬ 着力提升机关文明程度和

广大干部职工文明素质ꎮ 一是联合多家部委ꎬ
组织机关干部和艺术家开展 “进校园送文化”
“送文化进乡村” 等活动ꎮ 二是充分发挥文联

文艺资源丰厚的特点ꎬ 举办 “中国文联大讲

堂———文艺名家系列讲座”ꎬ 为广大青年文艺

爱好者普及文艺知识ꎬ 指导艺术实践ꎮ 三是以

节庆为契机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机关文化活动ꎮ
“七一” 前夕ꎬ 相继开展了 “两优一先” 评选、
“党在我心中” 诗歌征文、 参观长征胜利 ８０ 周

年主题展览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ꎬ 大力开展

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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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深入推进全国文艺骨干大培训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文联根据中宣部等六部门制

定的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全国文艺业务骨干和管理

干部培训工作规划»ꎬ 多方联动、 多措并举ꎬ
稳步有序地推进各全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培训工

作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共举办培训班 １２０ 余

期ꎬ ２６０００ 余人参加培训ꎮ 参训的学员包括国

有院团的行业领军人物、 基层一线和体制外的

自由职业者、 老一辈的资深文艺家和初出茅庐

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ꎬ 覆盖了文艺创作表演、
理论评论、 经营管理、 传播教育等领域ꎮ 培训

内容是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ꎬ 学习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ꎬ 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

见»ꎬ 学习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的重大工作部署ꎬ 学习革命文艺和社

会主义文艺优良传统ꎬ 学习文艺界先进典型的

崇高精神和职业道德ꎮ 为做好培训工作ꎬ 中国

文联成立了专门的会员培训办公室ꎬ 并建立了

相关工作机制ꎬ 利用新媒体搭建会员培训工作

平台ꎬ 不断完善培训设计ꎮ 在课程设置、 教学

方式方法等方面ꎬ 结合文艺工作的新形势、 培

训对象的新特点ꎬ 将专家授课与学员自学结合

起来ꎬ 把研讨交流和实践观摩结合起来ꎬ 课程

设计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ꎬ 突出政治引领、 思

想引领、 价值引领ꎮ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

谈会重要讲话精神ꎬ 中国文联广泛开展 “到人

民中去” “文艺进万家” 等 “深入生活、 扎根

人民” 系列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文联通过各团

体会员单位面向全国文艺界公开征集 “深入生

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项目和青年文艺

创作扶持计划项目ꎬ 并且要求申请扶持的项目

均要有深入生活采风创作的具体计划安排ꎮ 经

过评审公示ꎬ 确定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

题实践活动项目 ２４ 项 (其中体制外项目 ５
项)、 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 ５０ 项 (其中

体制外项目 ９ 项)ꎮ 一年来ꎬ 中国文联带领艺

术家们深入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和

贫困地区ꎬ 走进重点工程建设第一线、 农村集

镇、 社区街道、 军营学校ꎬ 走进普通百姓中

间ꎬ 开展慰问演出、 采风创作、 辅导培训、 文

艺支教、 展览展示等大型主题文艺志愿服务 ３０
多场次ꎬ 参与人数 ８００ 多人次ꎬ 直接服务基层

群众 ４０ 多万人ꎬ 受到基层群众广泛欢迎ꎮ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道德模范

表彰活动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ꎬ 生动鲜活地宣

传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格ꎬ 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统一

安排和部署ꎬ 由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联共同主

办ꎬ 中国曲协承办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

基层巡演ꎮ 一年来ꎬ 组织曲艺作家从评选出的

６２ 名全国道德模范中ꎬ 选取 １４ 个道德模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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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ꎬ 根据他们的动人事迹创作了真实可信、 感

人至深的曲艺节目ꎮ 组织刘兰芳、 田连元等老

中青三代曲艺家ꎬ 分赴河北、 河南、 黑龙江等

９ 省区市 １８ 个地区ꎬ 行程 ２００００ 多公里ꎬ 成功

举办 ３１ 场示范演出ꎬ 直接受众 ３ 万余人ꎮ 巡演

以曲艺艺术演绎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

神ꎬ 多侧面、 立体式地刻画道德模范ꎬ 以丰

满、 亲切、 生动的艺术形象打动观众ꎬ 把道德

模范的崇高精神境界、 健康人生追求传递给人

民ꎬ 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

扬ꎬ 在各地掀起了学习宣传道德模范事迹的热

潮ꎮ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光明日

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ꎬ 及巡演当

地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ꎬ 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ꎮ

(中国文联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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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综述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２０１６ 年中国作协党组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

以及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

神ꎬ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ꎬ 强化政治

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紧紧

围绕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ꎬ 明确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ꎬ 更广泛更

紧密地把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

围ꎬ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ꎬ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ꎮ

２０１６ 年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坚持个人自

学、 集体学习与专家辅导相结合ꎬ 理论学习与

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ꎬ 开展 １９ 次集体学习ꎮ 重

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 文艺工作、 意

识形态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 “三严三实”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

话、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 关于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

神、 七一重要讲话ꎬ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ꎬ 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ꎬ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ꎬ 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

要讲话等ꎬ 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ꎮ
中国作协党组始终坚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自觉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ꎬ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ꎬ 始终

把讲政治、 守规矩作为最基本和第一位要求ꎬ 牢

固树立组织观念ꎬ 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ꎬ 及时

向党中央和中宣部请示报告工作ꎮ 认真贯彻执

行民主集中制ꎬ 做到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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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ꎬ 重大事项决策、 干部任免、 项目安排和

大额资金使用等由党组会议集体研究决定ꎮ
中国作协党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ꎬ 制

定了 «中国作协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

细则»ꎬ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
列入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内容、 作为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的监督检查范围ꎬ 层层明确职责要

求ꎮ 建立了文学思潮、 文学现象分析研判制

度ꎬ 并及时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报告ꎮ 党组负责

同志在作家培训、 作品研讨等文学活动和 «人
民日报» «求是» «文艺报» 等报刊上ꎬ 就文

学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意见ꎬ 亮明态度ꎬ
旗帜鲜明地批驳错误观点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国作协

开展巡视工作ꎮ 党组把接受中央政治巡视作为

增强 “四个意识” 特别是核心意识、 看齐意

识ꎬ 坚定政治方向ꎬ 提高政治站位ꎬ 聚焦党的

领导、 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机遇ꎬ 坚决服从巡视组

的安排ꎬ 全力配合好巡视组工作ꎬ 对巡视中发

现的问题即知即改、 立行立改ꎬ 进一步推动了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建

设、 制度建设ꎮ
二、 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ꎬ 不断提升机关作风建设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作协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ꎬ 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成果ꎬ 持续深入推进中

国作协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ꎮ 按照中

央统一部署ꎬ 在全体党员中扎实开展了 “学党

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

育ꎮ 制定了中国作协 «实施方案»ꎬ 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ꎬ 传达学习中央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ꎬ 进行了动员部署ꎮ 党组、 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学习讨论

会ꎬ 明确学习篇目和专题研讨主题ꎮ 认真落实

中组部关于基层党建 ７ 项重点任务ꎬ 着力推进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ꎮ 开展了党员组织关系集中

排查、 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专项检查、 党费收

缴工作专项检查ꎬ 认真查找组织管理中存在的

薄弱环节ꎬ 着力强化党员意识、 党员义务ꎮ 积

极落实中央关于社会组织 “两覆盖” 的要求ꎬ
对中国作协主管的 １７ 家文学社团提出建立党组

织的要求ꎬ 确保党对社团组织的领导ꎮ
中国作协党组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ꎬ 继续在改进调查研究、 改进文风、 精简

会议和活动等 ９ 个方面加大改进力度ꎬ 进一步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ꎬ 继续执行在京作家迎新春

联谊会节俭规定ꎬ 取消了已连续举办 １０ 余年的

两会期间作家联谊会ꎬ 取消了实行多年的作家

代表团出访送行宴等做法ꎮ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作协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相关主席团会、 全委

会、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ꎬ 以及各类文学研

讨会ꎬ 分别压缩会期ꎬ 减少会务人员ꎬ 缩减会

议经费ꎮ 尤其是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２ 月 ３
日隆重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

幕式ꎬ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ꎬ 出席会

议代表达 ９１７ 名ꎬ 会议期间严格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ꎬ 坚持勤俭办会ꎬ 会风务实简

朴、 日程紧凑高效、 服务周到细致ꎬ 会务工作

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ꎮ
同时ꎬ 在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期

间ꎬ 中国作协所属各单位各部门将党员教育与

干部职工教育结合起来ꎬ 与深化工作职责结合

起来ꎬ 通过召开职工大会ꎬ 加强全员培训ꎬ 扩

大学习教育覆盖面ꎬ 持续进行学习教育ꎮ 中国

作协机关各部门积极践行相关规定的要求ꎬ 再

次压缩会议、 文件简报ꎬ 减少纸质公文ꎬ 复印

纸两面利用ꎬ 降低工作成本ꎬ 提高工作效率ꎬ
等等ꎮ 形成了 “团结严肃、 创新进取、 廉洁高

效、 和谐有序” 的机关文化氛围ꎮ
三、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提升干部职工思想道德水平
在抓好理论武装工作的基础上ꎬ 中国作协

继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

教育ꎬ 认真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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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强机关文明礼仪ꎬ 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

立良好的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

人品德ꎬ 培养干部职工知荣辱、 讲正气、 立足

岗位、 无私奉献ꎻ 深入开展学习雷锋活动ꎬ 引

导干部群众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ꎬ 扶危济困、
助人为乐ꎻ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以弘扬民

族精神、 时代精神为主题的形势教育、 国情教

育等ꎬ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 作风过硬、 业

务精湛的高素质干部职工队伍ꎮ
扎实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ꎬ 不断丰富干

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进一步提升机关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水平ꎮ 中国作协精神文明办以服

务基层、 服务群众为工作重点ꎬ 积极协调所属

各单位各部门为干部群众做实事、 解难事ꎬ 广

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ꎮ 机关党委扎实做好

各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ꎬ
认真落实 “三会一课” 制度、 党员谈心制度、
发展党员谈话制度等ꎬ 及时了解基层党员思想

状况ꎬ 着力做好解疑释惑工作ꎻ 组织干部职工

认真学习精神文明相关书籍、 文件、 资料和观

看电教片等ꎬ 推动党的建设工作深入发展ꎮ 机

关团总支组织团员青年开展革命传统教育ꎬ 着

力解决干部职工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

题ꎬ 引导干部职工坚持党的领导ꎬ 增强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ꎻ 在 “五四”
期间ꎬ 组织 ４５ 岁以下的干部职工和青年作家开

展中国作协文学作品朗诵会和相关的座谈会、
思想交流会等活动ꎬ 教育引导青年干部职工和

作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培育高尚

的道德情操ꎻ 组织中国作协青年与地方作协文

学青年开展文学创作交流活动ꎬ 继续做好 «作
协青年» 的编辑出版工作ꎮ 机关工会深化 “以
人为本ꎬ 真情关爱” 活动ꎬ 坚持、 完善走访、
慰问困难干部职工ꎬ 积极开展有益文体活动ꎬ
坚持每日工间操活动ꎬ 组织观看优秀影片ꎬ 举

办 “三八” 节活动ꎮ 机关服务中心加强干部职

工宿舍区服务管理ꎬ 认真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具体问题ꎮ 离退办通过举办专题讲座、 座

谈交流、 观看教育片、 现身说法和送学上门等

形式ꎬ 着力强化离退休老同志政治思想工作ꎬ
继续深入开展以 “展示阳光心态、 体验美好生

活、 畅谈发展变化” 为主要内容的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ꎬ 认真组织引导离退休

干部积极发挥 “四个作用”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ꎬ 传递向上

向善的精神力量ꎬ 影响和带动周围群众坚定不

移跟党走ꎬ 共同释放正能量ꎻ 离退休老同志继

续支持做好 «新风尚论坛» 的编辑出刊ꎬ 宣传

学习党的理论、 方针、 政策ꎬ 交流学习心得ꎮ
中国作协精神文明建设各专业委员会进一步贴

近机关工作实际ꎬ 以扎实有效的服务和管理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ꎬ 推动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ꎮ
同时ꎬ 中国作协所属各单位各部门根据工

作实际全面开展相关业务培训ꎬ 支持和鼓励干

部职工进行学历和职称的提升教育ꎬ 不断丰富

干部职工的视野ꎬ 进一步提升业务工作水平和

精神文明素养ꎮ 作家出版社坚持定期举办读书

活动ꎬ 为干部职工配发图书ꎬ 支持和鼓励干部

职工进行阅读ꎻ 创作研究部、 小选刊杂志社等

单位开展图书推介活动ꎻ 人事部定期组织局处

级干部参加各类思想理论学习培训ꎬ 并与鲁迅

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等单位合作举办文学论坛、 讲座、 研讨会ꎬ 组

织在职人员自愿选修ꎬ ２０１６ 年举办的文学论坛

和讲座就达 １４ 期ꎬ 有效提升了机关干部职工的

文学素养和综合素质ꎬ 进一步丰富了干部职工

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四、 发挥文学职能作用ꎬ 推进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ꎬ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ꎬ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ꎮ 优秀的文学

作品承载着社会理想、 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ꎬ 担

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责任和历史

责任ꎮ 中国作协严格把握好正确的工作导向ꎬ 不

断加强对文学思潮的研判和引导ꎬ 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始终坚持文学作品正确的

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ꎬ 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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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ꎬ 强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作协党组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文艺思想作为作协工作最重要的政治任

务ꎮ 先后召开首都文学界、 首都少数民族文学

界座谈会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组织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所属的报刊社网认

真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宣传报

道ꎬ 介绍学习动态ꎬ 交流学习经验ꎬ 组织撰写

刊发学习体会和理论文章ꎬ 营造了浓厚的学习

宣传氛围ꎮ 鲁迅文学院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列入教学重要课程ꎮ 按照中宣

部的统一要求ꎬ 启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习培

训工程ꎬ 计划用两年时间ꎬ 以集中培训和地方分

片培训相结合的方式ꎬ 分期分批对中国作协

１１０００ 名会员进行一次全面培训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共举

办了 ２３ 期培训班ꎬ 培训会员 ２２３７ 人ꎬ 保质保量

完成阶段性培训任务ꎮ 参加学习培训的会员普

遍反映ꎬ 通过培训提高了认识ꎬ 增强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作品的责任感使命感ꎮ 学习培训工作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效ꎬ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ꎮ
持续开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ꎮ 推进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ꎬ 着力扶持重

大现实题材创作ꎮ 扶持围绕重点工程、 重大事

件、 典型人物展开定点深入生活的 ８３ 位作家ꎮ
与多个部委合作开展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扶持专

项ꎬ 对 １０ 位著名中青年作家的重大现实题材作

品进行扶持ꎮ 配合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 红军长征

胜利 ８０ 周年ꎬ 组织开展作家 “重走长征路”
系列主题采风活动ꎬ 与人民日报开展 “红色家

园” 主题征文活动ꎮ 配合国家 “一带一路” 战

略ꎬ 组织海上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采访采

风活动ꎮ 开展 “创新报国 ７０ 年” 报告文学丛

书创作项目ꎮ 举办 “文学照亮生活” 全民公益

大讲堂ꎬ 中国作协领导在宁夏西吉县以 “文学

照亮生活ꎬ 生活照亮文学” 为题为当地基层文

学工作者首次开讲ꎬ 并组织人员相继在甘肃陇

东革命老区为基层作家、 在海南三沙市为基层

官兵开展讲座等ꎬ 引起热烈反响ꎮ
加强对重大文学思潮、 文学现象的理论研

讨和引导ꎬ 扎实做好重点作品扶持工作ꎮ 组织

“走向世界的中国儿童文学” 座谈会ꎬ 与中宣

部出版局合作ꎬ 举办第二期全国儿童文学作家

及编辑研修班ꎬ 对儿童文学青年作家和少儿出

版青年骨干编辑进行专题培训ꎬ 推动儿童文学

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ꎬ 不断为少年儿童提供最

好的精神食粮ꎮ 倡导 “说真话、 讲道理” 的文

学批评ꎬ 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ꎬ 举办

柳青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陈忠实与中国文学

道路、 曹文轩与中国当代文学、 三晋新锐作家

群等研讨会等ꎮ 扎实做好重点作品扶持工作ꎬ
对 １０４ 项选题进行了扶持ꎬ 其中 “中国梦” 主

题专项 ３１ 项ꎬ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主题专项 ９
项ꎬ “２０１６: 中国报告” 中短篇报告文学专项

工程 ３５ 项ꎮ «人民日报» «人民文学» 等报刊

陆续发表了 ６０ 余篇 “中国报告” 专项作品ꎬ
«光明日报» 发表综述评论ꎬ 举办 “２０１６: 中

国报告” 专项工程作品研讨会ꎬ 对优秀作品进

行推介ꎬ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ꎮ
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学ꎬ 以文学推进民族

团结ꎮ 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
马奖” 评奖中ꎬ 严格 “骏马奖” 评选的宗旨和

标准ꎬ 把促进民族团结放在首位ꎬ 牢固树立政治

意识、 责任意识ꎮ 加强对评奖工作价值导向和评

选标准的把关ꎬ 明确要求评奖工作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遵循思

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ꎬ 坚持标准、 确保导

向ꎬ 体现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继续推进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ꎬ 组织评审并出版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优秀作品出版扶持 ２０ 部ꎬ
完成翻译、 编辑、 出版蒙、 藏、 维、 哈、 朝 ５ 种

民族语言译本的年度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
２５ 卷以及蒙古、 藏、 维、 哈、 朝五种民族语言

文学作品年度汉语译本 １０ 卷ꎬ 不断以文学为纽

带ꎬ 推动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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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精神ꎬ 传递中国声音ꎬ 努力推动

对外文学交流ꎮ ２０１６ 年组派出国 (境) 访问团

组 ２１ 个 １１６ 人次ꎬ 接待来访团组 １１ 个 １０５ 人次ꎮ
举办汉学家国际研讨会ꎬ 邀请来自 １８ 个国家的

２９ 位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与 ５０ 位中国作家出

席ꎮ 举办第三次中法文学论坛ꎬ 围绕 “文学与

人生” 主题进行深度交流ꎮ 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ꎬ 组团出访希腊、 捷克、 印度、 孟加拉、 尼

泊尔等沿线国家ꎬ 推动文明互鉴、 文化互通ꎬ 加

强了相互理解和友谊ꎮ 在西安、 昆明两次举办

“文学新丝路” 国际研讨会ꎬ 形成 “一带一路”
主题国际文学交流活动ꎮ 组织好中国当代作品

翻译工程和继续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

程ꎬ «人民文学» 外文版出版 ９ 个语种 ２０ 本ꎬ 已

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外语翻译与海外传播的重要

平台ꎬ 为传播中华文明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特色活动

中国作协举办 “春之和声

文学作品朗诵会”
在 “五四” 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ꎬ 为纪念

建党 ９５ 周年、 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中国作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春之

和声文学作品朗诵会”ꎮ
朗诵会由 “可爱的中国” “匆匆那年”

“青春理想” 三部分构成ꎮ 方志敏的 «可爱的

中国» 传递出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炽热情

怀ꎻ 合诵 «长征路中国梦» 再现了红军长征

筚路蓝缕的伟大征途ꎻ 合唱 «我的中国心» 气

势雄浑ꎬ 唱出了每一个人的心声ꎻ 独诵 «柴生

芳之歌» 为观众讲述了当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动

人故事ꎮ 第二篇章 “匆匆那年” 满是文学经典

的声音与回忆ꎬ 大家相继朗诵朱自清的 «匆

匆»、 泰戈尔的 «纸船»、 林徽因的 «人间四月

天»、 鲁迅的 «野草»ꎬ 熟悉的句子在年轻的脸

庞间跃动、 奔跑ꎬ 这些曾滋养过无数人青春的

经典作品ꎬ 伴随流淌的旋律在那一刻获得了独

特的生命ꎬ 青年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向文学致

敬ꎬ 向大师致敬ꎬ 向经典致敬ꎬ 满怀对 «明天

会更好» 的期待ꎬ 青年们朝气蓬勃ꎬ 向着各自

的梦想出发ꎮ 朗诵会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 “青
春理想”ꎬ 合诵 «你将怎样回答生活» 是经历

生活的喜悦与沧桑后ꎬ 对青春、 自我和信仰的

思考与回答ꎻ 独诵 «致橡树» 带人们回到了朦

胧诗的年代ꎬ 抒发了对爱情的憧憬与向往ꎻ 合

诵 «诗歌　 远方» 呈现了诗歌在当下生活中的

影响和意义ꎻ 合诵 «闪耀吧ꎬ 青春的火光» 则

传达了青年一代愿与国家同呼吸、 共命运的凌

云壮志ꎻ 希腊诗作 «疯狂的石榴树» 赋予石榴

树以生命的象征ꎬ 把生命蓬勃旺盛的冲动和力

度提升到新的境界ꎻ 独唱 «海阔天空» 和维吾

尔族舞蹈更是让朗诵会掌声不断ꎬ 亮点频现ꎮ
整台节目主题鲜明ꎬ 气势恢宏ꎬ 情感真挚ꎬ 引

起观众强烈共鸣ꎬ 全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ꎮ
这是一次青春和梦想飞扬的聚会ꎬ 大家以

文学的名义回首过去ꎬ 展望明天ꎬ 感恩生活ꎬ
奋勇向前ꎮ 中国作协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

负责人、 青年职工代表ꎬ 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

员等 ２００ 余人观看了朗诵会ꎮ

(中国作家协会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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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

局之年ꎬ 也是中国科协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ꎮ 中国科协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着力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ꎬ 努力提升中国科

协精神文明建设水平ꎮ
一、 加强思想理论武装ꎬ 增强政治意

识坚定正确方向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ꎬ 切实把深入学习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全

年工作ꎮ 始终将理论学习和思想武装作为科协

党组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ꎬ 党组领导以上率

下ꎬ 带头学习ꎬ 全年共组织 ３６ 次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ꎬ 深入学习研讨、 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ꎮ
组织科协全体党员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制定总体学习教育计划ꎬ 做好各项

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ꎬ 突出党员干部思想理论

和教育培训工作ꎬ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

信念ꎬ 增强 “四个意识”ꎬ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ꎮ
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等重大事件开展专题党课、
辅导报告会、 理论征文、 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

的党员干部宣传教育活动ꎬ 积极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ꎬ 加强和深化 “中国梦”、 革命文化、 红

色基因、 爱国主义等主旋律思想和文化教育

宣传ꎮ
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ꎬ 在科协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学习热潮ꎬ 真

正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ꎬ 坚定不移地拥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ꎬ 对党绝对忠诚ꎬ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ꎬ 团结引领广大科技

工作者坚决听党话、 跟党走ꎮ
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把力量凝聚到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上
１ 深入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ꎮ 科协积极行

动ꎬ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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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落到实处ꎬ 力争通过深化改革ꎬ 从根本上

解决科协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切实担负起党

中央赋予科协组织的责任使命ꎮ
２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技三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对科协组织的职责定位、 目标任务、 总体要

求、 工作方式等予以了明确指示ꎮ 会后ꎬ 科协

系统迅速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并将其作为科

协工作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ꎬ 立足 “四服

务” 职责定位、 “三型” 组织建设ꎬ 以 “创新

争先行动” 为重要抓手ꎬ 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

作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贡献

力量ꎮ
３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

作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实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

程ꎮ 发挥中国科协组织优势ꎬ 印发 «中国科协

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作贡献的意见»ꎬ 动员组织广大科技工作

者积极参与科技精准扶贫工作ꎮ 联合农业部、
国务院扶贫办印发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实

施方案»ꎬ 召开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动

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ꎮ 重点围绕科技培训、 农

技服务、 就业指导、 农村科普等方面ꎬ 扎实开

展精准结对帮扶工作ꎬ 做到 “真扶贫、 扶真

贫”ꎬ 扎实推进助力扶贫工程的顺利实施ꎬ 为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总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ꎮ
４ 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

部署要求ꎬ 深入推进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党建工

作ꎮ 召开中国科协学会党建工作会议ꎬ 围绕

“加强学会党建工作ꎬ 实现 ‘两个全覆盖’ ”
主题ꎬ 深入推进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党建工作ꎮ
出台 «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技社团党建工作的

若干意见»ꎬ 为开展学会党建工作提供指导性

文件ꎮ 成立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ꎬ 为完成学

会党建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ꎮ 坚持创新工作

方式ꎬ 加强组织建设ꎬ 完善体制机制ꎬ 推进中

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两
个全覆盖”ꎬ 切实发挥学会党组织的 “政治核

心、 思想引领、 组织保障” 作用ꎬ 使全国学会

真正成为科协履行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科技工作

者桥梁纽带职责的重要枢纽节点ꎮ
三、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ꎬ 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１ 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ꎬ 营

造良好学术环境ꎮ 以 “加强科学道德建设ꎬ 推

动优化学术环境” 为主题ꎬ 举办新当选院士研

修班学员论坛ꎮ 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ꎬ 研究

制定 «全国科学道德宣讲教育 ２０１６ 年工作要

求»ꎮ 举办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

教育报告会ꎬ 支持各地区、 各高校及全国学会

开展宣讲教育活动ꎮ 推进科学道德宣讲教育案

例教学试点工作ꎮ 积极关注 “韩春雨” 事件ꎬ
针对科技界对韩春雨科研成果的可重复性质

疑ꎬ 致信河北科技大学ꎬ 提请学校尽快成立第

三方专家委员会进行核实ꎬ 澄清事实ꎮ
２ 开展 “双十” 奖项评选活动ꎬ 表彰科技

界先进人物ꎮ 经中央批准ꎬ “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 奖增设 “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子奖项ꎬ
在 “中国青年科技奖” 中增设 “中国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 子奖项ꎬ 表彰名额各 １０ 名ꎮ 组织

完成奖项人选的推荐和提名、 评审ꎬ 产生 １０ 位

“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和 １０ 位 “中国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 获奖者ꎬ 在中国科协 “九大” 闭幕

式上颁奖ꎬ 并在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宣

传ꎮ 评选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第七届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

家奖、 ２０１６ 年度 “未来女科学家计划”ꎬ 共

６０７ 名科技工作者获奖ꎮ 组织推荐评选全国科

协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ꎮ 追授李保国同

志 “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称号ꎮ 向中央有关部

门建议授予屠呦呦研究员国家荣誉称号ꎬ 推荐

６ 位杰出科学家为 “人民科学家” 荣誉称号

人选ꎮ
３ 大力弘扬优秀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和精

神风貌ꎮ 深入实施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

师名校宣传工程”ꎬ 把排演科学家主题剧目作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尝试ꎬ 努力打造

１０９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 的精品剧

目ꎬ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入脑入心、 铸

魂育人ꎮ 其中ꎬ 支持清华大学排演的原创话剧

«马兰花开» 赴吉林长春演出ꎬ 吉林省委书记

巴音朝鲁率省委、 省政府、 省人大、 省政协主

要领导同志ꎬ 以及长春市党政领导同志观看演

出ꎬ 并作为省委、 市委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的重要内容ꎻ 赴浙江舟山为东海舰队官兵演

出ꎬ 推动 «马兰花开» 剧组党支部与 “邓稼

先” 号海军科学测量船党支部结对子ꎬ 加强共

建共育ꎮ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探索将 «大地

之光» 剧目实现课程化转型ꎬ 设置 ５ 个通识课

学分ꎬ 吸引更多学生参加剧目排演创作ꎬ 深入

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ꎬ 剧

中李四光的扮演者赵新雅毅然放弃保研机会ꎬ
成为新疆地矿局地球物理化学探矿大队的一名

地质队员ꎬ 决心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ꎮ 上

海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

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将各自排演的剧目作为入学新生必看内容ꎬ
并纳入常规教育体系中ꎬ 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平台ꎮ
４ 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ꎬ 推动

形成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ꎮ 成功举办 ２０１６ 年全

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ꎬ 李克强总理出席

深圳主会场重点活动ꎬ 赞扬活动周双创成果超

出预期ꎬ 展现活力令人难以想象ꎮ 张高丽副总

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活动现场指导并参加

重要活动ꎬ 对活动周给予充分肯定ꎮ 活动周前

举办 “创响中国” 巡回接力系列活动ꎬ 在 １７
家区域双创示范基地相继举办活动 ４００ 余场ꎬ
参加企业 １００００ 余家ꎬ 累计参与活动 ２００ 万人

次ꎮ 深圳主会场举办启动仪式、 主题展示、 中

外创客领袖座谈会、 创客工坊、 全球创客马拉

松等重点活动ꎬ 展出 １６５ 个优秀项目ꎮ 北京会

场举办创业投资行业峰会、 “２０１６ 中国创业榜

样” 评选活动暨颁奖晚会等重点活动ꎬ 在全国

３２ 个省级地方设分会场ꎬ 全国铺开同步举行ꎮ
各地共举办活动近 ５０００ 场ꎬ 接待观众超过

２０００ 万人次ꎬ 媒体报道 ３００００ 余篇ꎬ 达成意向

合作近 １０００ 亿元ꎮ 此外ꎬ 积极推动科协系统开

展双创服务工作ꎬ ４０ 多个全国学会开展了双创

服务工作 ４００ 多项ꎬ ２２ 个省级科协单位开展了

双创工作近 ３００ 项ꎮ 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

会范围内营造了创新创业的良好舆论氛围ꎮ
四、 大力推进科普信息化工作ꎬ 积极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ꎬ 广泛传播正能量
１ 进一步提升科普信息化水平ꎬ 积极引领

社会新风尚ꎮ 通过采用品牌授权、 共建、 品牌

推广系列活动ꎬ 科普中国品牌网络方阵不断壮

大ꎬ 形成由科普中国网等 ２８ 个频道以及相关

１７ 个移动端应用的强大传播方阵ꎬ 在新华网、
人民网、 光明网、 腾讯、 百度等知名网站平台

上实现互联互通ꎮ 聘请欧阳自远、 黄晓明、 撒

贝宁、 雷佳等 １３ 名科普中国形象大使ꎮ 科普中

国网 (ｗｗｗ ｋｅｐｕｃｈｉｎａ ｃｎ) 上线运行ꎬ 新建前

沿科技、 健康生活、 校园 ｅ 站、 乡村 ｅ 站、 社

区 ｅ 站等 ２８ 个频道 (栏目)ꎬ 结合社会热点制

作南海问题、 防范电信诈骗等 ２０ 个专题ꎬ 每天

发布量超 ４００ 余篇ꎬ 传播量累积超过 ２０００ 万

次ꎬ 科普中国网新媒体总订阅用户超过 ２ ６ 万ꎬ
新媒体业务第三方平台曝光量累计破亿ꎮ 年底

举办了 “典赞２０１６ 科普中国” 活动ꎬ 发布年

度十大科学传播事件、 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十

大 “科学” 流言终结榜和十大优秀科普作品ꎮ
２ 强化科普信息落地应用ꎬ 积极助力精神

文明建设ꎮ 开启科普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ꎬ 确

定 １８ 个科普信息落地综合应用试点、 １０ 个专

项试点、 １３ 个应用试点ꎬ 利用科普网站、 科普

ＡＰＰ、 科普微信公众号广泛传播 “科普中国”
优质内容ꎮ 全面推进科普中国服务云建设和科

普中国 ｅ 站建设ꎬ 联合文化部启动 “科普文化

进万家” 活动ꎬ 全国 ２４ 个省市建成 ６１４７ 个科

普中国校园 ｅ 站、 乡村 ｅ 站和社区 ｅ 站ꎬ 重点

推进西藏、 新疆、 陕西延安、 山西吕梁等老少

边穷地区的建设ꎬ 定向精准地将科普信息资源

送达目标人群ꎬ 破解科普 “最后一公里” 难题

取得新进展ꎬ 用信息化手段有效提升公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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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ꎮ
３ 繁荣发展科普创作传播ꎬ 为社会公众提

供优质科普内容供给ꎮ 一是大力发掘推介优秀

科普作品ꎮ 第四届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

普作品奖” 评出书类金奖作品 ２５ 种、 银奖作

品 ４８ 种ꎬ 影视动画类金奖作品 ６ 部、 银奖作品

１２ 部ꎮ 二是推动科普影视创作能力提升ꎮ 支持

«加油向未来» «脑洞大开» 等电视科普节目制

作传播ꎮ 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２０１６ 年深

圳科技影视周ꎬ 举办五大板块 １１ 项重要活动ꎬ
观众超过 １０ 万人次ꎮ 举办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

评暨制作人年会ꎬ 评选颁发 “中国龙奖”ꎬ 来

自 ５７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５２ 部作品参评ꎮ 三是全

面推进科普中国 Ｖ 视快递落地应用ꎮ 推出近

３５００ 部优质科普视频、 总时长近 ２ ５ 万分钟ꎬ
在 ２０ 多个省的 ２８１ 个地方电视台、 ３ ２２ 万块

电子大屏播放ꎬ 满足公众群体科普需求与社会

生活需求ꎮ 四是举办以 “科学创想 　 智遇未

来” 为主题的 ２０１６ 年中国科幻大会ꎬ 李源潮

副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ꎮ 大会包括国际

科幻高峰论坛、 “银河奖” 颁奖典礼、 “全球华

语科幻星云奖” 颁奖典礼ꎬ 中国科幻史展、 魅

力科幻嘉年华、 当代科幻名家对话等系列活

动ꎬ 积极推动中国科幻事业的蓬勃发展ꎮ
五、 积极营造民主和谐机关文化氛围ꎬ

提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１ 积极做好群团工作ꎬ 推动机关文化建

设ꎮ 举办正月十五猜灯谜、 机关和直属单位第

三届 “和谐杯” 拔河比赛、 第二届职工游泳比

赛、 春季踏青、 组织参加中直机关 “旗帜道

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暨纪念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书画展等活动ꎬ 以

１２ 个职工兴趣活动小组为依托开展保龄球、 乒

乓球、 游泳、 羽毛球等比赛活动ꎬ 通过丰富多

彩的文体活动进一步活跃职工精神文化生活ꎮ
妇工委举办三八妇女节环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健步走活动ꎮ 六一儿童节为职工 １４ 岁以下子

女送上成长关爱慰问ꎮ 机关团委开展中国科协

青年干部职工思想状况调查、 组织举办机关直

属单位第二届篮球联赛、 第二届青年龙舟赛、
第二届 “科学之美” 青年摄影大赛、 活力机关

团委大讲堂等主题鲜明、 特色突出、 青年乐于

参与的文化活动ꎬ 营造充满活力、 健康向上的

良好氛围ꎮ
２ 加强党风廉政教育ꎬ 营造风清气正的氛

围环境ꎮ 在科协机关和直属单位、 全国学会范

围内举办 “清风家园” 文艺作品征集活动ꎬ 开

展 “我身边的勤政廉洁事例” 征集活动ꎬ 组织

编写 «党员违规违纪案例选编»ꎬ 开通 “中国

科协党风廉政建设” 微信公众号ꎬ 开展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征文活动、 “党在我心中” 诗

歌征文活动ꎬ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鲜活的事

例ꎬ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引导ꎮ “中国科

协党风廉政建设” 微信公众号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开通至年底ꎬ 共推送 ２８９ 篇信息ꎬ 累计阅读

量为 ２２８６７ 次ꎮ 此外ꎬ 在元旦春节、 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及时下发、 转发中

央纪委、 纪检组和中直纪工委有关文件ꎬ 并通

过召开联席会议、 发送廉政短信、 电子显示屏

宣传、 开通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 微信公众号

推送警示内容等形式ꎬ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宣传

教育ꎮ

(中国科协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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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联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残联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ꎬ 结合残联重点

工作ꎬ 认真落实中央文明委的工作部署ꎬ 不断

加强残联系统精神文明建设ꎬ 努力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弘扬人道主义思想ꎬ 培育

扶残助残新风尚ꎬ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ꎬ
繁荣和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ꎬ 不断提高社

会文明程度和残疾人文明素质ꎬ 各项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ꎮ
一、 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推动残联系统思想道德建设
１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

融入残疾人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ꎮ
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ꎬ 表彰

了 ３９７ 名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和 ２００ 个先进单

位ꎮ 积极开展 “北京榜样” “家风建设在行

动———家庭助廉活动”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和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推荐评选活动ꎬ 组织开展了以 “人道情怀”

为主题的职工摄影作品和书画作品展览ꎬ 先后

有 １ 个单位被评为 “全国三八红旗手”、 ２ 个单

位被评为 “首都文明单位”、 ３ 个家庭分别被全

国妇联授予第十届全国五好家庭和 ２０１６ 年全国

最美家庭、 ２ 名同志分别获得 “全国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和中央国家机关好家风故

事奖ꎮ 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第十五届残奥会上

顽强拼搏ꎬ 奋勇争先ꎬ 取得了优异成绩ꎬ 激发

了全社会扶残助热情ꎬ 塑造了文明和谐友爱氛

围ꎮ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与中国好

人网合作ꎬ 对广东、 湖南、 江西等 １１ 省的 １７０
位好人进行慰问ꎬ 其中慰问优秀残疾人 ２６ 位ꎬ
传递了社会正能量ꎮ

２ 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围绕纪

念联合国 «残疾人权利公约» 通过十周年活

动、 张海迪就任康复国际主席和里约残奥会等

重大活动、 重点赛事ꎬ 主动发声ꎬ 为残疾人事

业 “鼓” 与 “呼”ꎮ 出版了 «人道主义的呼唤

选编»ꎬ 营造了有利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良好

舆论氛围ꎮ 积极开展 “芬芳誓言” 立誓活动ꎬ
倡导平等ꎬ 反对歧视ꎬ 弘扬人道ꎮ 注重把网络

作为重要工作阵地和传播平台ꎬ 建立了中国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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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络舆情监测机制ꎬ 开设的 “两微一端” 积

极唱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ꎬ 被人

民日报评为 ２０１６ 移动政务影响力 “十佳中央

机构”ꎮ
３ 不断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活动ꎮ 中

国残联积极抓项目、 办实事ꎬ 创新工作方法ꎮ
与文化部共同开展 ２０１６ 年全国 “残疾人文化

周” 活动ꎬ 不断拓展活动内容ꎬ 丰富活动形

式ꎬ 文化周已在各地发展成为 “文化节” “文
化月”ꎬ 使老品牌呈现出了新亮点ꎮ 举办两期

“仁美讲堂”ꎬ 组织 “仁美书画展” 走进宋庄、
高校ꎻ 与全国政协书画室共同主办 “放飞梦

想ꎬ 共奔小康” 首届全国残疾人书画展ꎻ 启动

了 “共享芬芳” 中西部地区百县百场公益巡演

展览ꎬ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和 “仁美书画展” 走

进江西展演 ４ 场ꎬ 让高雅艺术走进基层、 走进

长征出发地ꎬ 贴近基层残疾人ꎬ 在社会上取得

了较大反响ꎮ
二、 积极推进志愿助残工作ꎬ 营造全

社会良好的助残氛围
１ 组织开展 “全国助残日” 和 “志愿助

残阳光行动主题日” 活动ꎮ 以 “关爱孤残儿

童ꎬ 让爱洒满人间” 为主题ꎬ 开展了第二十六

次 “全国助残日” 活动ꎬ 各地组织了形式多

样、 内容丰富的助残活动ꎮ 共青团中央、 中国

残联共同举办了第六个 “全国志愿助残阳光行

动主题日” 集中服务活动ꎬ 中国残联副主席吕

世明、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同志出席活动

并讲话ꎬ 各地广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助残

服务活动ꎬ 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ꎮ
２ 深入推进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 “阳光行

动”ꎮ 发挥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职能作用ꎬ 积

极与团中央联合推进青年志愿者助残 “阳光行

动”ꎬ 进一步实现 “结对加接力” 的全覆盖ꎬ
完善和优化志愿服务内容流程ꎬ 深化和推广有

效服务模式ꎬ 促进项目在全国的发展壮大ꎬ 为

广大残疾人特别是残疾青少年提供精准化的日

常照料、 就业支持、 支教助学、 文体活动、 爱

心捐赠等志愿服务ꎮ 与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等

共同举办了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暨志愿服务宁波交流会ꎬ 评选出金奖项目 １００
个ꎬ 其中阳光助残类占 ２０％ꎮ 与中宣部、 中央

文明办等部门共同开展推选 “最美志愿者、 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 的 “四个 １００” 活动ꎬ 进一步宣

传展示了志愿助残事业发展成果和优秀助残典

型ꎬ 扩大了志愿助残的社会影响ꎮ
３ 推动志愿助残深入开展ꎮ 与中国志愿服

务联合会继续推进 “邻里守望” 助残行动ꎬ 推

动社区、 邻里从身边做起ꎬ 从小事做起ꎬ 为残

疾人提供日常化的服务ꎮ 与李嘉诚基金会合

作ꎬ 在湖北、 黑龙江开展 “长江新里程———关

心你的残疾人邻居” 助残项目ꎬ 提升社会组织

的助残服务能力和专业水平ꎮ 通过 “一助一”
“多助一” “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 等助残形

式ꎬ 推动志愿助残到人到户ꎬ 实现服务的个性

化、 常态化ꎮ 在上海、 广东、 湖北、 广西等地

积极推行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 模式ꎬ 通过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与助残志愿者相互协作ꎬ 共

同为残疾人提供专业化志愿服务ꎮ
４ 加强助残志愿者队伍建设ꎮ 中国残联、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共

同举办全国志愿助残骨干培训班ꎬ 对来自基层

的近 ２００ 名志愿助残骨干进行培训ꎬ 有效提升

了专业服务技能ꎮ 充分发挥中国助残志愿者协

会作用ꎬ 组织开展 “星级文化助盲志愿者及团

队” 推选和 “学雷锋” 文化助盲志愿服务分享

交流活动ꎬ 积极整合凝聚社会力量ꎬ 探索志愿

助残工作的新思路ꎬ 团结带领广大志愿者参与

志愿助残服务ꎬ 培育特色服务品牌ꎮ
三、 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ꎬ 彰显

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１ 完善残疾人权益保护方面法律法规ꎮ 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恪守以民为

本、 立法为民理念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

中ꎬ 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ꎮ 在民

法总则、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 １３ 项涉及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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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重大立法工作中提出加强残疾人权益保障

的建议ꎻ 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建议、
帮教刑满释放人员意见、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

记办法等文件征求意见过程中提出维护残疾人

合法权益的建议ꎻ 在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化家

庭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提出完善维护残疾人权

益法律体系的建议ꎮ 完成 «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 “残疾人权利” 部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的实施

评估总结和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规划编制工作ꎻ 协

助外交部条法司准备第 ７１ 届联大六委有关法律

议题ꎮ
２ 完善残疾人法律服务体系ꎮ 制定印发

«残联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

划»ꎬ 成立中国残联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及其办公室ꎬ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ꎮ 规划

提出要大力宣传与残疾人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法律法规ꎬ 不断健全残联系统法治宣传教育机

制ꎬ 推进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ꎬ 使得残

疾人、 残疾人亲友的法律意识和残疾人工作者

的法律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ꎬ 各级残联的依法

履职能力和法治化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ꎮ
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网ꎬ 提高残疾人法律救助

工作信息化水平ꎬ 方便残疾人获得法律救助服

务ꎮ 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在 ２０１６ 年 “全国助残

日” 前夕公布了 １０ 起残疾人权益保障典型案

例ꎬ 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促

进全社会形成依法维护残疾人权益氛围ꎮ
３ 推进残疾人维权协商工作机制建设ꎮ 积

极发挥残疾人协商工作机制作用ꎬ 在全国 “两
会” 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两高报告中ꎬ 涉及残疾人的内容明显增加ꎮ 配合

全国政协完成了特殊教育双周协商座谈会、 无

障碍环境建设委员视察等工作ꎮ 进一步加强

“１２３８５” 服务热线和网络信访信息系统建设ꎬ
为维护残疾人权益搭建了重要平台ꎮ 促进全社

会形成了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氛围ꎮ
４ 加强残联系统依法履职制度建设ꎮ 每月

中国残联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均举办法制讲座ꎬ
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与残疾人事业发展和残疾人

权益保障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ꎮ 按照 «２０１６ 年

中国残联法制讲座安排»ꎬ 完成了就业促进法、
社会保险法、 政府采购法、 刑法、 刑事诉讼

法、 母婴保健法、 慈善法、 信访条例、 全民健

身条例、 慈善法、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等 １２ 项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

的讲授工作ꎮ
四、 不断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ꎬ 为残

疾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物质基础
１ 联合出台无障碍公共服务政策ꎮ 与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研究制定 «关于加强网站无

障碍服务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 包括国务院各部门政府网站在内的各

级政府门户网站无障碍服务能力应能够满足残

疾人的基本需求ꎮ 与公安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单眼视障人士和上肢残疾人驾

驶汽车相关工作的通知»ꎬ 进一步保障残疾人

驾驶汽车权利ꎮ 配合民航局下发 «关于进一步

做好特殊航空运输服务工作的通知»ꎬ 明确了

机场、 航空公司修订业务手册、 加强人员培

训、 配备无障碍设施设备、 保障助残设备托运

等措施ꎬ 完善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ꎮ 与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共十三部门联合印发 «无障碍环

境建设 “十三五” 实施方案»ꎬ 对 “十三五”
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做出安排部署ꎮ 提出了以

解决残疾人无障碍日常出行、 获取信息为重

点ꎬ 全面提升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ꎻ 完善

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政策标准的ꎬ 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ꎻ 解决影响残疾人日常起居、 基

本生活的家庭环境障碍ꎬ 为残疾人实现全面小

康奠定物质基础 ３ 项任务目标ꎮ 明确了 ８ 方面

主要措施: 一是依法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ꎻ 二

是健全无障碍建设工作机制ꎻ 三是完善无障碍

环境建设相关政策、 标准ꎻ 四是开展无障碍环

境市、 县、 村镇创建工作ꎻ 五是加大无障碍建

设与改造力度ꎻ 六是发展信息交流无障碍ꎻ 七

是广泛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ꎻ 八是开展

无障碍建设研究、 宣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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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参加全国政协 “无障碍环境建设运行情

况” 视察ꎮ 无障碍环境是为全社会成员提供通

行安全和使用便利的重要措施ꎮ 加强无障碍环

境建设ꎬ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ꎮ 中国残

联积极参与配合全国政协王家瑞、 卢展工副主

席分别率领视察团前往江苏、 海南开展 “无障

碍环境建设运行情况” 视察ꎬ 全面考察了各类

公共场所及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情

况ꎬ 对促进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起到了极大的

推动作用ꎬ 为进一步加大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宣

传ꎬ 提升全社会无障碍建设理念ꎬ 使全社会都

了解和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ꎬ 并积极投入无障

碍环境的建设、 管理和维护营造了良好氛围ꎮ
３ 研究部署 “十三五” 家庭无障碍改造工

作任务ꎮ 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ꎬ 解

决影响残疾人日常起居、 基本生活的家庭环境

障碍ꎬ 是维护残疾人权益、 提高残疾人生活品

质的重要体现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为全国 ４ 万余户贫困

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提供补助ꎬ 对全国

９３ 万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ꎮ 积极配

合北京冬奥组委研究制定北京 ２０２２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无障碍建设方案ꎮ 认真研究部署 “十
三五” 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任务ꎬ 对各地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提出要求ꎬ 鼓励地方多方筹

措资金ꎬ 扩大改造规模ꎬ 注重培训和经验交

流ꎬ 推广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计ꎬ 加强督导ꎬ
将任务落到实处ꎬ 为残疾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

物质基础ꎮ

(中国残联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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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

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进一步增强ꎬ 社会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发挥ꎬ 民间外

交重要渠道作用得到进一步体现ꎬ 在促进社会

的和谐文明进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开展红十字宣传报道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实践ꎮ 组织部署全国各级红十字组

织开展 “５８ 世界红十字日” 和 “红十字博

爱周” 主题宣传ꎬ 各地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了各

具特色的人道服务活动ꎬ 传播红十字精神ꎬ 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开展红十字工作主题

宣传ꎬ 对红十字会参与人体器官捐献、 造血干

细胞捐献、 备灾救灾、 紧急救护、 人道救助、
精准扶贫、 国际人道救援等工作进行报道ꎬ 对

于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 品牌项目、 重要

事件进行集中宣传ꎮ 在各主流媒体发表了 «用
爱撒播生命的种子» «器官捐献ꎬ 传递最朴实

的生命力量» «着力提升人道服务供给水平»
«享受人道工作之美» «国际人道救援中的 “中
国正能量” » «红十字 “救” 在身边» «博爱

家园: 助力红会精准扶贫» 等重要报道ꎮ 开展

了浙江省丽水山体滑坡救灾行动、 广东深圳滑

坡、 湖北省水灾救灾、 基金会紧急援助灾区行

动等报道ꎬ 弘扬奋战在一线的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和红十字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ꎮ
积极开展红十字人道传播ꎬ 推进文明城

市、 文明乡村建设ꎮ 制作发布 «中国红十字会

百年史»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电子画

刊ꎬ 普及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红十字人道理

念ꎮ 在 «博爱» 杂志开设 “红十字情缘” 栏

目ꎬ 由红十字工作者、 志愿者撰写讲述亲身经

历和感人故事ꎮ 启动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

规划建设工作ꎬ 在上海、 辽宁营口、 贵州图云

关、 陕西延安进行了第一批红十字文化传播教

育基地建设ꎮ 开展全国青少年自救互救知识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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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ꎬ 全国 ６００ 多万名青少年参与答题ꎮ
积极推进志愿服务工作ꎬ 弘扬志愿服务精

神ꎮ 推动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化发展ꎮ 以 “社
区为本的红十字健康安全发展计划” 为主题ꎬ
完成了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发展计划第六批 ２２
个项目的征集、 评选工作ꎬ 搭建社会公众参与

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的平台ꎮ 加强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伍能力建设ꎮ 举办了全国红十字志愿服

务工作坊ꎬ 就加强志愿者骨干及志愿服务专职

干部的能力建设ꎬ 培育志愿服务项目ꎬ 打造志

愿服务品牌等进行了专题培训学习与经验交

流ꎮ 推进红十字志愿服务信息化进程ꎮ 全面推

广 “中国红十字会志愿服务信息管理平台”ꎬ
以信息化手段管理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队ꎬ 配置

志愿服务资源ꎬ 更好地规范志愿服务登记注

册、 服务记录、 证明开具、 表彰激励等工作ꎮ
各地已录入数据 ５０００ 余条ꎬ 信息化工作稳步推

进ꎮ 修订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管理办法ꎮ 主动

融入全国志愿服务大格局ꎮ 积极参与法制办

«志愿服务条例» 征求意见工作ꎬ 积极参加

“四个 １００” 活动ꎬ 胡大一、 邹德凤等 ８ 位红十

字志愿者获得最美志愿者称号ꎬ 兰州大学药学

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家庭小药箱项目被评为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ꎬ 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服务总队和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

等 ３ 个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获得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称号ꎮ
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ꎮ 组织实施红十字青少年健康安全主

题社会实践项目ꎮ 面向全国高校红十字会ꎬ 征

集资助红十字青少年健康安全主题社会实践项

目 ５０ 个ꎮ 推进 “青春善言行” 同伴教育项目ꎮ
培训来自两岸四地的青春善言行青年同伴教育

者 １２３ 名ꎬ 累计培训同伴教育者 ３９４ 名ꎮ 巩固

拓展 “探索人道法” 项目ꎮ 全年培训探索人道

法师资 ２２８ 名ꎬ 探索人道法同伴教育者超过

２００ 名ꎮ 组织红十字青少年交流ꎬ 增进青少年

友谊ꎮ 各省、 区、 市红十字会组织了许多当地

或省际乃至国际的红十字青少年交流活动ꎮ 组

织 ２０１６ 全国红十字青年骨干训练营暨首届全国

红十字青年峰会ꎬ 支持全国红十字青年网络建

设ꎮ 各地青年网络组建了各类线上线下交流平

台ꎬ “红会青年圈” 微信公众平台运转良好ꎮ
积极参与重大灾害和事故灾难应对ꎬ 充分

发挥政府助手作用ꎮ 针对我国南方多地发生严

重洪涝灾害等情况ꎬ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带

队赴湖北、 江苏等灾区一线调研、 指导灾害救

援工作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先后派出 ５ 批救灾

工作组ꎬ 协助相关省份开展救灾工作ꎮ 全年启

动灾害应急响应 ５７ 次ꎬ 向 ２１ 个省及地方提供

棉被 ５５２００ 床ꎬ 棉衣 １５００ 件ꎬ 夹克衫 ５５０００
件ꎬ 家庭包 ２８１１４ 个ꎬ 单帐篷 ４１１０ 顶ꎬ 棉帐篷

１６０ 顶ꎬ 提供紧急救助金 ２２５ 万元ꎬ 款物价值

共计 ２３００ 余万元ꎮ 为进一步加强对灾害救援工

作的管理ꎬ 提高灾害救援工作效率ꎬ 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修订了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救灾物资

标准ꎬ 制定了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 救援队

管理办法ꎮ 正式启用灾害管理信息系统ꎬ 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救灾物资储备及物资调拨、 省级

红十字会灾情报告、 表格反馈全部实现信息化

运行ꎮ 辽宁、 福建、 贵州等省红十字会针对自

然灾害频发实际ꎬ 及时修订完善了自然灾害等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ꎮ 北京市红十字会充分

发挥航空医疗救援优势ꎬ 圆满完成我国驻南苏

丹维和部队 ２ 名重伤员转运任务以及 Ｇ２０ 航空

医疗保障任务ꎮ
积极开展应急救护培训ꎬ 提升群众自救互

救能力ꎮ 印发 «关于加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 «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师资管理办法» «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

训标准化工作手册 (试行) » 等文件ꎬ 加强应

急救护培训工作的标准化、 规范化管理ꎮ 将救

护培训示范基地创建工作和 “ ‘十三五’ 生命

健康安全教育项目” 相结合ꎬ 确定支持 ３０ 个

国家级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地建设ꎬ
“生命健康安全教育” 项目覆盖 ２４ 个省 (自治

区、 直辖市) 的社区和学校ꎮ 广东、 江西、 甘

肃等省红十字会着力强化救护队伍建设ꎬ 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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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和改进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工作ꎮ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完成 “心理危机干预与

应急救护能力建设项目” 验收ꎬ 该项目 ３ 年间

共举办心理危机干预与应急救护培训班 １１６ 期ꎬ
培训学员 １ ３ 万余人ꎮ

积极开展人道救助工作ꎬ 改善困难群众生

活ꎮ 在元旦、 春节期间开展 “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 活动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全国各级红十字会

筹集款物价值共计约 ２ 亿元ꎮ 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面向云南、 西藏、 新疆等 １４ 省 (区) 共发

放价值 ９００ 万元的慰问物资ꎬ ３ 万户困难家庭

受益ꎮ 在陈竺会长的关心支持下ꎬ 成立了 “院
士博爱基金” “生命接力博爱基金”ꎮ 为缓解儿

科医生紧缺的状况ꎬ 在 “院士博爱基金” 支持

下ꎬ 启动新疆、 贵州两省儿科医生培训项目ꎬ
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累计培训儿科医生 ３６０ 人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执行彩票公益金近 ２ 亿元ꎬ
资助白血病患儿 ５５０５ 名ꎬ 先心病患儿 １１５５ 名ꎮ
上海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委、 市卫计委共同举

办的非营利性互助共济的少儿住院互助基金ꎬ
全年支出费用逾 １ ８ 亿元ꎬ 为约 １０ 万名患儿提

供了帮助ꎮ 河南省红十字会继续开展 “红十字

会送医计划”ꎬ 已累计招募注册红十字医疗技

术专家志愿者近 １４００ 名ꎬ 帮带基层医生 １ ２ 万

人次ꎬ 接诊患者 １１ 万人次ꎮ

依法依规开展 “三献” 工作ꎮ 加强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建设ꎬ 目前ꎬ 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库容为 ２３４ 万人ꎬ 实现捐献

６１９９ 例ꎬ 其中 ２０１６ 年实现入库 １４ ３９ 万人份ꎬ
实现捐献 ８２９ 例ꎮ 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全国器官捐献的志愿

登记者 ２５６５７０ 人ꎬ 实现器官捐献 １１４８６ 例ꎬ 捐

献器官 ３１７０３ 个ꎬ 累计有 ３ 万余名器官衰竭患

者因此而获得救治ꎮ
深化对外人道交流工作ꎮ 配合国家 “一带

一路” 倡议和整体外交部署ꎬ 积极开展与国际

红十字组织、 各国红十字会的合作ꎬ 认真完成

政府委托的人道救援任务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红十

字会向 １４ 个国家红十字会提供了 ９３０ 多万元人

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ꎬ 向马拉维、 南苏丹

和乌克兰红十字会共提供价值 ８００ 万元的人道

物资援助ꎮ 与亚太、 中亚、 非洲等 １０ 个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红十字会开展社区发展合作

项目ꎬ 为来自 ３３ 个发展中国家的 １０８ 名红十字

会及政府人员提供培训ꎮ 作为对外援助部际协

调机制成员ꎬ 受商务部委托ꎬ 派出红十字国际

救援队赴厄瓜多尔、 斯里兰卡灾区开展人道救

援ꎬ 圆满完成安置点建设、 帐篷搭建、 人员培

训等任务ꎮ

特色活动

红十字志愿服务
中国红十字会从 １９０４ 年成立至今的百余年

历程中ꎬ 紧密团结并紧紧依靠广大红十字志愿

者ꎬ 在应急救护、 查人转信、 备灾救灾、 人道

救助等方面广泛开展了内容丰富且具有鲜明红

十字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在改善易受损群体

境况的同时ꎬ 形成了 “红十字志愿服务” 特色

品牌ꎮ
近年来ꎬ 在各地文明办、 红十字会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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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指导与支持下ꎬ 广大红十字志愿者积极

在应急救援、 健康关怀、 人道救助、 红十字精

神传播、 无偿献血、 造血干细胞捐献、 人体器

官捐献、 筹资劝募、 海外服务等十余个领域开

展红十字志愿服务ꎬ 为改善易受损群体境况、
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目前ꎬ 全国已

有各级各类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７０００ 多支ꎬ 志愿

者 １７７ 万余人ꎮ 其中ꎬ 仅以应急救援为例ꎬ 社

会各界志愿者积极参与了赈济、 搜救、 医疗、
供水、 大众卫生、 心理、 水上救援队 ７ 大类 ２１
支国家级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建设ꎬ 形成有力

的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力量ꎬ 在历次国内外重大

灾害救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博爱家园项目
“博爱家园” 是中国红十字会在城乡社区

开展的以 “推动社区治理、 提升社区能力、 促

进社区发展” 为目标、 以 “防灾减灾、 健康促

进、 生计发展、 人道传播” 为主要内容的人道

公益项目ꎮ 它以 “民生需求” 为导向ꎬ 是中国

红十字会着力打造的以社区为工作阵地、 以弱

势群体为服务目标的综合性业务平台ꎮ
博爱家园项目立足于社区 (农村) 的实际

需求ꎬ 尤其是最易受损群体的需要ꎬ 通过成立

村级红十字组织ꎬ 组建志愿者服务队ꎬ 开展丰

富多彩的红十字特色活动ꎬ 踏踏实实为社区百

姓服务ꎬ 使项目与村民保持 “零距离亲密接

触”ꎬ 缩短了 “服务民生最后一公里” 的距离ꎮ
社区百姓通过参与项目、 受益于项目ꎬ 能够从

身边事、 身边人真切而具体地感受红十字精神

的力量ꎬ 自发地认同、 接受红十字理念ꎬ 并主

动传播到周围ꎬ 传播到社会ꎬ 成为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补充ꎮ
“十二五” 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投入

博爱家园项目资金 ３ １６ 亿元ꎬ 其中专项生计资

金 １ ３１ 亿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 博爱家园共修建

完成防灾避险设施 １１１ 个、 卫生健康设施 １６８
个、 文化传播设施 ９１ 个、 生计生产设施 ４６２
个ꎻ 开 展 入 户 培 训 １６２２ 次ꎬ 宣 传 人 数 达

１１８７１７ 人ꎻ 开展应急救援、 防灾减灾、 卫生健

康类培训 １２７６ 次ꎬ 培训人数 １２３２１５ 人ꎻ 开展

应急演练 ３１３ 次ꎬ 参加人数 ４３７６５ 人ꎻ 发展社

区志愿者 ９８８３ 人ꎬ 开展培训 ５７２ 次ꎬ 培训人次

９３８３ 人ꎬ 开展志愿活动 ４２５８ 次ꎬ 志愿者累计

人数 ２２６６２ 人ꎮ 博爱家园已经覆盖 ２２ 个省份的

８０２ 个社区ꎬ 其中 ２２８ 个社区所在的 １１０ 个县

为国务院重点扶贫开发县ꎬ 总受益人口大约 ８０
万人ꎬ 当之无愧是红十字会助力国家扶贫攻坚

的抓手ꎬ 有力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ꎮ

红十字天使计划
“红十字天使计划” 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推动的重点公益项目ꎬ 其宗旨是关注贫困农民

和儿童的生命与健康ꎬ 广泛动员国内外的社会

资源ꎬ 募集资金和医疗物资ꎬ 资助贫困农民和

儿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ꎬ 对患有重大疾病

的贫困农民和儿童实施医疗救助ꎬ 协助政府改

善贫困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ꎬ 捐建农村博爱卫

生院ꎬ 培训农村医务人员ꎬ 促进我国农村医疗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ꎮ
目前ꎬ “红十字天使计划” 已经初步形成

包括援建乡村博爱卫生院 (站)、 培训乡村医

生、 开展贫困农民和儿童大病救助三个方面内

容ꎬ 直接捐资救助和资助设备通过定点医院免

费治疗救助两种救助模式ꎬ 大病救助种类包括

白血病、 先天性心脏病、 脑瘫、 唇腭裂、 目

盲、 聋哑、 癌症、 心脏病、 城市亚健康等十多

个病种的公益项目体系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 “天使计划” 定义自

己的使命ꎬ 旨在发起一项 “以保护生命” 为主

题的系列公益行动ꎬ 目标人群是国际红十字运

动所定义的 “最易受损害群体”ꎮ 主要是两大

类: 一类是因灾、 因病产生的贫困大病患儿、
流离失所者等需要直接救助的人群ꎻ 另一类是

潜在的风险人群ꎬ 包括处于灾难易发地区、 卫

生服务脆弱地区、 生计乏力地区等等被潜在的

人道危机威胁的人们ꎮ 可以说ꎬ 天使计划ꎬ 具

有鲜明的红十字运动价值内涵ꎮ 即ꎬ 为深陷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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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疾患的人们推出ꎬ 为人道而有尊严的生活

而设计ꎮ 其项目内容ꎬ 既包括健康干预、 救灾

赈济等直接救生行动ꎻ 也延伸为教育扶持、 社

区支持、 环境保护等预防性行动ꎮ １２ 年来ꎬ 这

些项目相继创制ꎬ 著名的有 “小天使基金”
“天使阳光基金” “嫣然天使基金” “东方天使

基金” 等组成的医疗救助板块ꎻ 赈济家庭箱、
灾后恢复和博爱家园等组成的救灾赈济板块ꎻ
博爱卫生院站、 红十字救护站、 乡村医生培训

等卫生服务板块ꎻ 博爱学校、 乡村教师培训、

红十字书库等教育支持板块ꎮ
“红十字天使计划” 累计救助贫困大病儿

童超过 １１ 万名ꎬ 配置赈济家庭箱 ８０２２９ 只ꎬ 立

项援建博爱家园 １２８ 个ꎬ 援建博爱卫生院

(站) ２４０５ 所ꎬ 立项援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

１６１ 所ꎬ 培训乡村医生 ６４０８ 名ꎬ 立项援建博爱

学校 ３５６ 所ꎬ 为贫困地区学校配建红十字书库

４４３３ 套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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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工委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各级关工委和 １３００ 多万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教师、 老模范等五老ꎬ 发

挥优势ꎬ 主动作为ꎬ 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听党

话、 跟党走ꎬ 尽心竭力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服

务ꎬ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ꎮ
一、 推动党史国史教育全面开展ꎬ 引

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
各地把学习党史国史作为广大青少年的必

修课ꎬ 在前几年组织开展 “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 “学雷锋、 心向党、 讲品德、 见行动”
“少共筑中国梦” 等主题教育活动的基础上ꎬ
今年召开党史国史教育经验交流会ꎬ 推广山东

全省开展这一教育的经验ꎬ 在全国起到了示范

和引领作用ꎮ 各地关工委普遍开会或发文ꎬ 有

的联合党史研究室、 文明办以及宣传、 教育、
文化等部门ꎬ 组织编写宣讲辅导报告ꎬ 指导教

育活动开展ꎻ 还有的深入开展专题调研ꎬ 与基

层五老和青少年共同设计教育活动方案ꎬ 迅速

在全国掀起了党史国史教育的热潮ꎮ
教育中ꎬ 具体抓了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把

握对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以及重要历史时

期、 重大历史事件、 重要历史人物的学习ꎮ 重点

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９５ 周年、 红军长征胜

利 ８０ 周年ꎬ 尤其是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关于中国

关工委等单位负责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的

要求ꎬ 组织五老报告团、 宣讲团、 讲师团ꎬ 进学

校、 社区、 企业、 网络ꎬ 线上线下讲好党史国史

故事ꎬ 帮助青少年感受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等伟大精神ꎬ 启迪他们树

立理想信念ꎬ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新长征路上持续接力ꎮ 仅湖北省关工委就组建

宣讲团、 报告团 ６２９ 个ꎬ ２ ２ 万名五老深入基层

宣讲ꎬ 吸引了 ６５２ 万名青少年参与ꎮ 军队干休所

还积极组织军队老干部、 老战士为青少年宣讲

我党我军光荣传统ꎮ 二是坚持就地取材ꎮ 充分发

挥老同志熟悉地方史的优势ꎬ 发掘整理当地党

史遗存ꎬ 运用这些珍贵的地方史料ꎬ 引导青少年

从家乡巨变中认识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

择ꎬ 从而激发感党恩、 爱祖国的思想情感ꎮ 浙江

省和台州市关工委在党史国史教育中开展 “垦
荒精神代代传” 活动ꎬ 深入发掘 “大陈岛垦荒

精神”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到 １２ 名大陈岛垦荒队

员后代的来信后ꎬ 亲自回信勉励小朋友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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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ꎬ 好好学习ꎬ 砥

砺品格ꎬ 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ꎮ 三是突出青

少年的主体地位ꎮ 为了加深青少年对历史的理

解ꎬ 许多老同志编写了简明扼要的学习读本ꎬ 收

集了不少历史实物ꎬ 制作了很多图文并茂的展

板ꎬ 并且指导他们写好学习体会ꎮ 北京市、 河南

省关工委组织中小学生开展 “讲红军故事学长

征精神” “血脉传承———我的家风家教故事” 征

文活动ꎬ 教育部关工委在高校、 职业院校中开展

“院士回母校” “大国工匠进校园” 活动ꎬ 成都

市关工委制作了 “老关爷爷” 给 “小爱同学”
讲党史国史动画片ꎬ 不断丰富青少年思想道德

建设载体ꎮ 各级关工委还特别重视把思想教育

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ꎬ 组织青少年到革命纪念

设施、 党史纪念地等教育基地ꎬ 瞻仰革命遗址遗

物ꎬ 开展重走红军路、 红色之旅、 寻访红色足迹

等体验式学习ꎮ 结合党史国史教育ꎬ 陕西省关工

委在延安革命遗址举办青少年主题夏令营ꎬ 湖

南省关工委评选最美孝心少年ꎬ 内蒙古、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等地关工委组织懂双语的老同

志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

及中石化、 中石油、 铁路总公司、 钢研会等大型

国有企业关工委进一步深化老兵讲堂、 传递金钥

匙等传统活动ꎮ 通过教育活动ꎬ 青少年的精神面

貌有很大改观ꎬ 刻苦学习、 爱劳动、 勤俭节约的

多了ꎬ 抵制负面思想文化侵蚀的自觉性增强了ꎬ
对跟风讲怪话、 歪曲历史的错误行为ꎬ 敢于批驳

和纠正ꎮ 很多青少年自觉向党团组织靠拢ꎬ 递交

了入团入党申请书ꎮ 一些寺院年轻僧侣参加学习

教育后ꎬ 祖国观念和公民意识明显增强ꎮ
二、 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ꎬ 充分发挥

关工委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中的独特作用
认真学习贯彻中办、 国办 «关于进一步深

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ꎬ 推动普

法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ꎮ 今年的 “中华魂”
读书活动围绕 “遵纪守法、 从我做起” 开展ꎬ
通过老少共读、 学校导读、 亲子共读等多种方

式ꎬ 组织千万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ꎬ 使他们不

仅懂得法律底线不能碰ꎬ 法律行为边界不能

越ꎬ 更加懂得法治精神离不开道德滋养ꎬ 进而

增强了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

性ꎮ 读书活动中ꎬ 重庆市关工委组织专家赴 １６
个区县举办辅导报告 ３０ 余场ꎬ 受益师生 ６ 万余

人ꎮ 继续深入开展 “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 青

少年普法教育活动ꎬ 动员五老志愿者参与法治

宣传教育ꎬ 选聘法律、 心理、 教育等方面专

家ꎬ 推动配齐配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ꎬ 进一步

健全了青少年普法宣讲队伍ꎮ 继续推动 “零犯

罪学校” “零犯罪村 (社区) ” “青少年普法

教育示范区” 创建活动ꎬ 有的地方把 “零犯罪

学校” 创建活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

建设考评ꎬ 有效防范校园欺凌和暴力ꎬ 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ꎮ 新疆关工委在 “五老送法万里

行” 活动中ꎬ 组织 １５００ 个法治宣讲团 (组)
深入基层开展 ３０００ 多场法治教育ꎻ 山东省关工

委组织 ７５ 万名在校学生参加全省中小学生网上

普法教育和普法作文大赛ꎮ 云南、 广西、 海南

等地关工委深入开展禁毒宣传ꎮ 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同志、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ꎬ 今

年先后对黑龙江嘉荫县、 安徽阜阳市、 广西凭

祥市、 贵州黔西南自治州关工委的普法教育作

出批示ꎬ 给予充分肯定ꎮ
各地继续加强对失管、 失业、 失学等闲散

青少年的联系和服务ꎬ 加快建设阳光驿站、 绿

色家园等服务平台ꎬ 推进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和

“护苗” 专项整治活动ꎬ 通过有针对性的预防

服务ꎬ 避免这部分青少年受外界不良环境影

响ꎮ 组织五老采取一对一、 多对一等办法ꎬ 深

化失足青少年的维权和帮教服务ꎬ 仅贵州五老

帮教团今年就教育感化失足青少年 １ ５ 万人次ꎮ
同时ꎬ 紧跟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步伐ꎬ 探索教育

矫正涉罪青少年的创新模式ꎮ 比如ꎬ 有的与政

法等部门研究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

员和接茬帮教制度ꎬ 联合成立针对有不良行为

青少年的思想帮教组、 心理辅导组、 跟踪帮教

组ꎻ 有的动员五老参与社区矫正、 观护基地等

社会化帮教体系建设ꎻ 有的推动开展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的不公开听证程序ꎬ 有效弥补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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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法庭教育的缺失ꎮ 云南省

关工委配合相关部门ꎬ 在全省 ４５ 个县 (市、
区) 实施未成年人司法项目ꎬ 推广教育、 预防、
保护、 矫治挽救整体推进模式ꎮ 天津市关工委联

合相关部门成立青少年帮扶联盟ꎬ 开通 “８８９０”
青少年服务热线ꎮ 很多地方还推动法院、 检察院

成立关工委ꎬ 加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力度ꎮ
三、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ꎬ

努力为青少年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保

护ꎬ 是国务院交给关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ꎮ 各

地关工委认真学习国务院文件精神ꎬ 积极协助

地方党委政府制定具体实施意见或方案ꎮ 推动

建立关爱儿童之家、 快乐之家、 爱心之家、 儿

童工作站、 家庭辅导站、 青少年活动站、 青少

年教育工作室等ꎬ 为留守儿童课余时间提供学

习、 娱乐、 教育场所ꎮ 广泛开展 “牵手关爱行

动” 等活动ꎬ 动员老同志与留守儿童 “结对”
“牵手” “认亲”ꎮ 山东省关工委投入资金 ９００
多万元ꎬ 建立关爱留守儿童之家 １６０ 多所ꎬ 动员

３ 万多名五老参与结对活动ꎮ 江西省关工委动员

６ 万多名五老与困难青少年结对帮扶帮教ꎬ 联合

全省 ６００ 多个基金组织筹措资金 ４ ５ 亿元ꎬ 扶助

包括贫困留守儿童在内的贫困学生 １８４ 万人次ꎮ
辽宁省关工委组织 ７ 万多名五老与困境儿童结对

帮扶ꎮ 甘肃省关工委在大中专学生暑期 “三下

乡” 社会实践活动中ꎬ 联合省教育厅实施 “老
教授、 大中专学生与留守儿童结对关爱帮扶行

动”ꎬ 受益留守儿童 ２ ５ 万人ꎮ 继续深化包括困

境儿童在内的家庭教育支持服务ꎬ 各地关工委

加大家长学校建设力度ꎬ 海南省关工委还依托

家长学校开展 “好家教　 好家风” 活动ꎬ 中国

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开发的 “家庭教育服务管理

平台”ꎬ 已通过微信覆盖了 １０００ 万个家庭ꎮ
今年是中国关工委与安利公益基金会联合

实施 “春苗营养计划” 项目的最后一年ꎮ ５ 年

来ꎬ 通过安利公益基金会和地方政府投入ꎬ 累

计捐建春苗营养厨房 (含配餐) １０１１８ 所ꎬ 培

训学校厨房管理员 ４０００ 多名ꎬ 编制并配套发放

培训教材、 规章制度、 学生营养手册、 厨房挂

图等资料数万套ꎬ 受益学生 ６０８ 万人ꎮ 人民日

报最近以 “春雨润苗、 滋养身心” 为题作了宣

传报道ꎮ 深入实施 “朝阳计划———青少年健康

守护行动” 项目ꎬ 仅在青海一省就投资 ４００ 万

元ꎬ 改善了全省 ８０ 所项目学校的卫生条件ꎬ 使

农村牧区 ２ 万名中小学生受益ꎮ 与台湾爱心人

士携手共建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ꎬ
并持续实施园丁计划ꎬ 培训乡村教师ꎮ 目前ꎬ
在全国 １７ 个省市的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和贫困

地区建立了 ２５ 个基地ꎬ 吸引党委政府和社会力

量投入 ２ 亿多元ꎬ 帮助挂牌学校累计扩建 １２４ 万

平方米ꎬ 并改善教室、 宿舍、 食堂、 体育场馆等

设施ꎬ 受益教师 ２２００ 人ꎬ 受益学生 ２ ８ 万人ꎮ
四、 精心打造青少年交流活动品牌ꎬ

境内外关心下一代工作交流成果丰硕
举办第八届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

坛ꎬ ３００ 多名两岸代表围绕两岸家园共育现代

化等关爱下一代成长议题进行研讨ꎬ 进一步推

动两岸交流向家庭领域延伸ꎮ 联合中国对外友

协共同举办第四届中国东盟 “１０＋１” 青少年文

化交流节活动ꎬ ６０ 多名来自柬埔寨、 印尼、 马

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和我国的青少年欢聚古都西

安ꎬ 共同感受中华文明ꎬ 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国

家青少年之间的了解、 尊重和友谊ꎮ 在外交部

的指导下ꎬ 圆满承办了第 １３ 届中日韩儿童童话

交流活动ꎬ 来自三个国家的 １００ 多名儿童围绕

“种子” 主题亲手创作童话故事绘本ꎬ 感受北

京的传统和现代文化魅力ꎮ １０ 年前曾经参加交

流活动的日本和韩国学生代表专程赶来ꎬ 表示

一定会将三国的友好关系传承下去ꎮ 还举办了

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表演赛和两岸少年儿童共同

参与的电影配音大赛等交流活动ꎮ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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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紧扣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线ꎬ 全面推进思想道

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市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稳步提升ꎬ 为建设国际一

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

滋养ꎮ
一、 道德典型示范效应不断放大ꎬ 思

想道德建设成效显著
开展 “２０１６ 北京榜样” 选树活动ꎬ 各级累

计举荐榜样 ６ 万余名ꎬ 推荐 “北京榜样” 候选

人 ６６００ 余名ꎬ 全年发布 “北京榜样” 周榜人

物 １３５ 名ꎬ 月榜人物 ６０ 名ꎬ 评选产生年度十大

榜样ꎬ 隆重举办 “２０１６ 北京榜样” 颁奖典礼ꎮ
组织开展 “为榜样点赞ꎬ 集徽章有礼” 网络互

动活动ꎬ 创新开展 “平凡中的力量” 故事巡

讲ꎬ 持续组织 “学榜样　 我行动” “为榜样圆

梦” 等公益实践活动ꎮ
扎实推进道德模范学习宣传ꎬ 举办了第五

届首都道德模范授奖仪式ꎬ 对第五届首都道德

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进行表彰ꎮ 编辑出版历届

全国及首都道德模范事迹汇编ꎬ 广泛传播道德

模范事迹ꎮ 组织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 “首都精神

文明建设奖” 评选工作ꎮ
深入推进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工

作ꎬ 积极向 “中国好人榜” 推荐候选人ꎬ ２６ 人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广泛宣传 “身边好人”
凡人善举ꎬ 与千龙网合作举办 «北京故事温

情 １６ 区» 专题摄影展ꎬ 展示推介全市 “温情

人物”ꎮ 编印 «身边好人故事汇编»ꎬ 让更多的

人知晓好人ꎬ 向好人学习ꎮ
以清明、 端午、 中秋等传统节日为契机ꎬ

以重点活动为示范牵引ꎬ 先后在石景山区举办

了第九届北京清明诗会ꎬ 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

清明文化主题活动ꎬ 在延庆、 顺义区举办了第

八届北京端午文化节ꎬ 在通州区举办了第四届

北京七夕文化节ꎬ 在丰台区举办了 ２０１６ 年

“卢沟晓月” 中秋诗会ꎬ 在门头沟区举办了

２０１６ 年北京重阳文化宣传活动等ꎬ 得到了广大

市民的响应和支持ꎬ 市民群众在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了思想精髓和道德养分ꎮ
二、 公共文明引导模式和载体不断创

新ꎬ 在首都城市综合治理中作用明显
组织实施 “文明北京蓝天行动”ꎮ 广泛

开展 “Ｖ 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 互动传

播公益活动ꎮ 持续开展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
主题宣传实践活动ꎬ 组织 “垃圾减分体验一日

游活动”ꎮ 组织开展 “变废炫宝网络秀———北

京生活创意作品征集大赛”ꎬ 引导市民群众积

极参与ꎬ 树立环保低碳理念ꎮ
持续推进 “绿色出行文明交通” 活动ꎬ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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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市民 “走绿色长征路”ꎮ 持续开展 “文明有

礼好乘客” 推举活动ꎮ 组织举办 “向交通陋习

说不” 和 “疏堵治乱文明出行” 交通安全宣讲

竞赛等ꎬ 强化市民文明交通意识ꎮ
以首都文明委名义印发 «关于组织开展

“文明旅游我最美” 主题宣传活动方案»ꎬ 推出

«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ꎬ
进行了不文明行为纳入个人诚信体系有益探

索ꎮ 加强旅游黄金期文明引导工作ꎮ 组织开展

“最美一米风景 ２０１６ 暑期文明旅游” 主题宣传

活动ꎬ 百万市民积极参与ꎮ
积极推动文明观赛引导向各大体育赛事延

伸ꎬ 建立起规范的赛场文明引导流程和文明观

赛引导机制ꎮ 大力加强剧场文明引导ꎬ 开展了

“２０１６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市民高雅艺术

殿堂文明行” “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
“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 “文明观演实地演

练” “文明观演大家谈” “市民文明观赏培训”
等 ５ 个各具特色的主题板块活动ꎬ 认真制定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社会文化活

动计划»ꎮ
以纪念公共文明引导行动 １５ 周年为契机ꎬ

开展了征文、 摄影和公共文明引导创新案例评

选活动ꎬ 举办了 «北京因你而美丽———北京市

公共文明引导行动 １５ 周年主题活动»ꎮ
三、 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和制度优势充

分彰显ꎬ 工作项目有特色见成果成品牌
积极整合全市各领域、 各系统、 各单位基

层志愿服务工作阵地ꎬ 建设志愿服务 “终端平

台”ꎬ 全市建立志愿服务终端平台 ７８５０９ 个ꎬ
注册志愿者达 ３６２ ８ 万名ꎬ 注册团体 ５６２９３ 个ꎮ
深入推进 “志愿家庭” 计划ꎬ 全市注册家庭达

１６９４７ 个ꎮ
命名第二批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岗)、

示范站 (岗) ２２５１ 个ꎬ 其中 １５０ 个示范站ꎬ
１２０ 个示范岗ꎬ 全市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站

(岗) 总数已达 ４７０ 个ꎬ 涵盖城市运行、 社区

服务、 关爱服务、 文化宣教、 环境保护等五大

志愿服务领域 ２１ 个类别ꎮ 深入推进 “邻里守

望” “阳光行动” 等志愿服务行动ꎬ “平安地

铁” “春风行动” 等品牌活动社会参与度逐年

提高ꎮ
举办北京市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授奖仪式ꎬ 表彰全市 ３ 个示范

点和 ４ 名标兵ꎮ 开展优秀五星级志愿者认定工

作ꎬ 认定优秀五星志愿者 ５６０ 名ꎮ
四、 创建工作更加注重常态长效ꎬ 基

层创建基础进一步夯实
修订完善 «首都文明区测评体系» 及操作

手册ꎬ 增强科学性、 实效性和可操作性ꎮ 加强

分类指导ꎬ 全市形成了全国文明城区、 全国文

明城区提名城区、 首都文明示范区和首都文明

区梯次推进的创建格局ꎮ
着力推进乡情村史陈列室建设ꎬ 在通州区

张家湾镇组织召开了现场观摩会ꎬ 推出 “拾忆

乡愁” 画册和专题片ꎬ 传承优秀乡土文化ꎮ １３
个涉农区建成陈列室 ２３７ 个、 农村精神文明电

子宣传视屏 ５８６ 块ꎬ 成为开展 “我们的家教家

风家训” 等京郊特色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ꎮ 继

续推动 “寻找北京最美的乡村” 宣传评选、
“百名主持人牵手美丽乡村” “文化驻乡” 等

活动ꎮ
依托信用北京平台ꎬ 对食品安全、 安全生

产、 纳税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等领域的失信行

为进行不定期发布ꎬ 强化守信有奖、 失信受罚

的鲜明导向ꎮ 以 “诚信兴商宣传月” “全国质

量月” “食品安全宣传周” 等为载体ꎬ 深化诚

信企业、 诚信社会组织宣传活动ꎬ 弘扬重信

誉、 守信用、 讲信义的社会风尚ꎮ
启动首都文明校园和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制定出台创建标准、 评价细则、 评选流程等ꎬ
推动创建活动蓬勃开展ꎮ ８ 户家庭被评为全国

文明家庭ꎮ ３４４ 所中小学校为首批北京市文明

校园ꎮ
组织 “北京榜样” 进军营巡讲ꎬ 积极开展

争创新一轮 “全国双拥模范城” 活动ꎬ 开展了

“最美拥军人物” “最美军嫂” “优秀退伍军

人” “情系国防好家庭” 评选和文化进军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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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活动ꎮ 加强少年军校建设ꎬ 提高了正规

化、 规范化、 标准化水平ꎮ
五、 学校、 社会、 家庭教育紧密配合ꎬ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不断优化
弘扬长征精神ꎬ 组织 ２５９ 万人次青少年参

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主题教育系列活

动ꎮ 七一期间ꎬ 广泛开展 “童心向党” 歌咏比

赛ꎮ 组织开展 “向国旗敬礼” 网上签名寄语ꎬ
１７ 万余名中小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 “少
年先锋岗”、 向英烈敬献花篮ꎮ 持续做好优秀

童谣征集推广工作ꎮ
注重家庭、 家教、 家风建设ꎬ 组建专家学

者宣讲队ꎬ 进社区开展 “讲家训、 传美德、 树

家风” 宣讲培训 ３０ 场ꎮ 依托全市校外教育系

统、 “文明北京” 官方微信等平台ꎬ 开展家风

故事征集、 比赛、 巡回演讲等活动ꎬ 编辑家训

格言手册ꎮ
创新基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ꎮ 在 ７４ 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组织骨干教师培训、 开设专

题网页、 设立图书架等ꎬ 丰富学生文化生活ꎮ

六、 社会宣传载体不断丰富ꎬ 精神文

明传播力影响力持续增强
积极协调中央、 市属媒体围绕 “北京榜

样”、 学雷锋志愿服务、 公共文明引导等大型

活动策划专题宣传ꎮ 发挥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情况简报» «精神文明导刊» 平台作用ꎬ 推介

各区、 各系统、 各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典型经

验ꎬ 促进互学互鉴ꎮ 发挥理论研究基地作用ꎬ
推出一批研究成果ꎮ

拓展户外媒介刊播渠道ꎬ 全市设置 “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 宣传展架 ３５００ 块ꎮ 创新运用

公交车体公交站台公益广告、 报纸头版广告、
制作公益宣传片和微电影等形式ꎬ 大力倡导文

明新风尚ꎮ
运用首都文明网站群、 “文明北京” 官方

微博发布近 ３ 万条政务信息ꎮ 联合各政务网站、
新闻网站推出 “平凡的力量———北京榜样故事

巡讲” 大型专题ꎬ 扩大了网络传播影响力ꎮ 稳

步推进 “文明北京智慧宣传平台” 建设ꎮ

特色活动

“为榜样点赞　 集徽章有礼”
网络互动活动

为更好地宣传 ２０１６ 年度 ６２ 位 “北京榜

样” 候选人的先进事迹ꎬ 展示榜样风采ꎬ 传递

网络正能量ꎬ 北京市委宣传部、 首都文明办共

同策划开展了 ２０１６ 年 “为榜样点赞 　 集徽章

有礼” 网络互动活动ꎮ 活动采用线上宣传推广

与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ꎬ 进行全媒体宣传ꎬ
最大化调动市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性ꎬ 近 １５０ 万

人次参与集榜样电子徽章活动ꎬ 收到网友留言

４ 万余条ꎬ ２４０ 万字ꎬ “北京榜样” 候选人成为

名副其实的 “网红”ꎮ
群众基础扎实ꎬ 品牌效应突显ꎮ “北京榜

样” 大型主题活动已开展六年ꎬ 通过线上线下

全方位、 立体化的宣传ꎬ “北京榜样” 这个活

动走进了市民心中ꎬ 已经成为全市树立典型的

品牌活动ꎬ 因此市民对 “为榜样点赞” 活动的

知晓率和参与度逐年递增ꎮ
立体式宣传ꎬ 新闻报道全覆盖ꎮ 传统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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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各网站协同报道ꎬ 源源不断地传递了社

会正能量ꎬ 潜移默化间使 “榜样” 精神深入人

心ꎮ 活动期间持续在北京电视台、 北京电台、
歌华有线电视、 北广传媒地铁、 移动、 城市电

视高频次播出活动宣传片ꎮ 在核心城区 ５３ 辆公

交车体和 １５０ 个公交站台推出活动公益广告ꎮ
在全市 ３０５６ 个 “文明北京智慧宣传平台” 上

每天播放公益广告 ２７ ５ 万次ꎮ 进一步扩大了活

动影响力ꎬ 提高了市民对活动的知晓率和参

与度ꎮ
明确着力点ꎬ 突出移动终端优势ꎮ 利用

“看图说话” “网言网语”、 ＨＴＭＬ５ 等新形式在

微博、 微信上传播ꎬ 激发网民情感上的共鸣ꎬ
吸引网民眼球ꎮ 通过数据分析可看出ꎬ 新媒体

是今年网民参与 “为榜样点赞” 的主要阵地ꎮ
“文明北京” 官方微信收到点赞 ６０００ 多万个ꎬ
占点赞总数的 ９８％ꎻ 收到网友留言 ３ ７ 万余条ꎬ
占总留言数的 ９４％ꎮ

精心设计ꎬ 老形式增添新活力ꎮ 今年的点

赞活动新增加了 “集徽章有礼” 的环节ꎬ 使每

个参与点赞的用户在点赞的同时还可以收集助

人为乐、 见义勇为等七类徽章ꎬ 领取打车优惠

券等ꎬ 使活动变得有趣、 好玩、 有礼ꎬ 在乐中

感受榜样的独特魅力ꎬ 在全社会形成了强大的

网络正能量ꎮ
活动启动当天即有 １２ 万人次参与集徽章ꎬ

点赞数达到 ７０ 万余个ꎮ 随着活动在朋友圈中不

断扩散ꎬ “点赞集徽章” 被越来越多的网民知

晓ꎮ 截至活动结束ꎬ 近 １５０ 万人次参与集榜样

电子徽章活动ꎬ 其中有 １９２ 位网友集齐七种

类型ꎮ

“爸妈教我这样做” 家风传承齐分享
首都文明办、 北京市妇联共同主办的 “爸

妈教我这样做” 家风传承微信征集活动ꎬ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启动以来ꎬ 以 “文明北京”
“北京电台” 等微信公众号为平台ꎬ 以 “爸妈

教我这样做” 为主题ꎬ 向广大市民群众ꎬ 主要

面向学龄前儿童及小学低年级的未成年人征集

教育治家的家训ꎮ
精心设置话题ꎬ 吸引市民参与ꎮ 为了调动

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 精心设计

活动标题ꎬ 不仅强调家风传承的重要性ꎬ 突出

“爸妈教”ꎬ 注重引导家长言传身教ꎬ 还以第一

人称为主语ꎬ 突出 “我做”ꎬ 增强了活动的亲

切感ꎮ
媒体全程跟进ꎬ 突出网络宣传互动ꎮ 本次

活动不仅有北京电台新闻广播与文艺广播全程

参与ꎬ 还依托 “文明北京” 微信公众号和北京

电台知名的儿童节目 «听听糖耳朵» 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发活动信息ꎬ 主题突出、 内

容丰富、 形式生动ꎬ 推送活动信息共 ８７ 条ꎬ 原

文阅读量突破 １０ 万人ꎮ
专家参与指导ꎬ 共享家风建设经验ꎮ 本次

活动邀请了中国关工委领导、 小学德育主任和

幼儿园园长等多名教育专家参与活动评选ꎮ 中

国关工委副秘书长李启民参与并评价活动:
“ ‘爸妈教我这样做’ 活动ꎬ 引导家长提高素

质ꎬ 言传身教ꎬ 帮助孩子在优质的家庭环境中

健康成长ꎬ 使中华传统优秀美德ꎬ 在家庭里生

根ꎬ 在亲情中升华ꎮ”
名人积极倡导ꎬ 传播家风建设理念ꎮ 活动

邀请当代雷锋、 全国道德模范孙茂芳ꎬ 身边好

人郑丹娜ꎬ “北京榜样” 张涛等先进典型录制

了 １０ 版家风建设的公益广告ꎬ 在 “文明北京”
新媒体平台权威发布ꎬ 辅以传统媒体的广播及

微信公众号等其他新媒体方式ꎬ 发挥名人和榜

样人物的示范效应及传播优势ꎬ 制作出接地

气、 广传播、 听得到、 看得见的精神文化产

品ꎬ 让精神文明建设在群众中开展ꎬ 在百姓中

结果ꎮ
社会企业助力ꎬ 乐于承担社会责任ꎮ 此

次活动还得到了社会企业的支持ꎬ 为获奖家

庭免费提供 “幸福家庭” 摄影体验电子券ꎬ
通过拍摄 “全家福”ꎬ 记录家人团聚的温馨时

刻ꎮ 社会机构的助力ꎬ 不仅鼓励市民积极参

与活动ꎬ 同时也展示了企业乐于承担社会责

任的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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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好人图片亮相北京国际摄影周
２０１６ 年ꎬ 首都文明办与千龙网合作宣传张

岩梅、 陈磊等 １１ 名荣登 “中国好人榜” 的身

边好人ꎬ 稿件在千龙网中国首都网首页、 图

像频道首页、 图像故事品牌栏目 “北京温度”
“新活法图像故事” 等位置突出展示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北京故事温情 １６ 区» 影

展亮相北京国际摄影周ꎮ 该影展由千龙网中

国首都网和首都文明办宣传教育信息中心联合

主办ꎬ 是以北京 １６ 个行政区为单位的人物故事

影展ꎮ 其中的 “温情人物” 有两入龙潭救起花

季少女的陈磊ꎬ 凭一己之力撑起 １３ 口之家的韩

桂英ꎬ “宝贝回家　 天下无拐” 的打拐律师张

志伟ꎬ 在慈善路上心怀大爱、 部队官兵的好妈

妈韩瑞芬ꎬ 社区里永不退休的 “快乐大夫” 张

转玲ꎬ 种出诚信桃的 “桃王” 胡殿文ꎬ 全部心

思扑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上、 被老人们赞为

“亲闺女” 的张岩梅等ꎬ 这 ７ 位好人都是北京

市近年来推荐并荣登 “中国好人榜” 的身边好

人ꎮ 另外ꎬ 稿件还被推送到 “文明北京” 微

博、 “文明北京” 微信ꎬ 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官方微博、 千龙图像微信及今日头条手机客户

端等进行发布ꎬ 当天的点击量达 ４４ 万次ꎮ 首都

文明办组织中国文明网北京站、 首都文明网

及 “文明北京” 官方微信进行专题宣传报道ꎬ
并组织 “身边好人” 所在单位进行宣传ꎬ 邀请

“身边好人” 本人到现场参观摄影展ꎮ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身边好人” 在北京国际摄影

周 ２０１６ 年摄影大讲堂 «影像温度» 上与观

众一起互动、 分享温情故事ꎮ 陈磊两次救助落

水少女ꎻ 张转玲多年来坚持为身边的街坊邻

居、 外来打工者、 朋友们义务免费出诊ꎮ 千龙

网推出摄影报道 «水中勇士两入龙潭救起花季

少女» «张转玲: 社区里永不退休的 “快乐大

夫” »ꎬ 将他们的感人事迹传递出去ꎬ 在网上

引起了热烈反响ꎮ

“我们的中国梦———我的梦想”
多彩邮票我来画活动

多彩邮票我来画活动ꎬ 以 “我们的中国

梦———我的梦想” 为主题ꎬ 向未成年人传播和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该活动由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北京市集邮业务局面向中小学生已经

成功举办了四届ꎮ ２０１６ 年起ꎬ 首都文明办开始

指导活动开展ꎮ
从 ２０１６ 年年初至 ９ 月ꎬ 收到全市多所学校

学生的绘画作品 １０００ 余幅ꎬ 初审评选出低年级

组 １８８ 幅作品ꎬ 高年级组 １４２ 幅作品入围复选

阶段ꎬ 并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６ 日 «中国集邮周———
邮票与少年» 活动中精选 １００ 幅作品在建内大

街邮局活动现场进行展示ꎮ ９ 月底ꎬ 由首都文

明办、 专业美术机构等人员组成复审组对作品

复审ꎬ 每组评选 ３０ 幅作品最终入选终评阶段ꎮ
首都文明网制作推出 “第四届多彩邮票我来画

———我们的中国梦———我的梦想” 专题ꎬ 对入

围终评阶段的作品进行展示投票ꎬ ２０ 天的时间

里ꎬ 共有 ５ 万余人次参与投票ꎬ 根据得票数每

组作品评选出一等奖一名ꎬ 二等奖两名ꎬ 三等

奖三名ꎮ

(首都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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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围

绕中心ꎬ 服务大局ꎬ 为加快美丽天津建设提供

了思想保证、 精神力量、 道德滋养和文化

条件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全市各级党组织牢牢把握 “两个巩固” 根

本任务ꎬ 把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ꎬ 通过研读原文、 专家辅导、 专题讲

座、 集中学习、 个人自学、 撰写心得体会、 交

流研讨等方式ꎬ 不断把学习教育引向深入ꎮ 市

领导同志带头宣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兴起了市、 区、 街镇三级联动宣讲热潮ꎮ 全市

３ 万余名领导干部、 ３８００ 余名先进人物和身边

典型在支部讲党课ꎬ 组织送党课下基层ꎬ 举办

专题党课和形势政策报告会ꎮ 各基层单位广泛

组织开展读书、 征文、 演讲活动ꎬ 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认真贯彻落实 “三个着

力” 重要要求ꎮ
各部门各单位以 “中国梦我的梦” 为主

题ꎬ 广泛组织开展 “凝聚最美中国梦” “中国

梦劳动美” “巾帼建新功共筑中国梦” 等

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ꎮ 全市广大青年以 “奋斗

的青春最美丽” 为主题ꎬ 开展青春奋斗故事分

享活动 １２００ 多场ꎮ 全市各高校通过校、 院两级

主题宣讲ꎬ 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和理论宣讲

３０００ 余次ꎬ 受众 ３２ ５ 万人次ꎮ
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红军长

征胜利 ８０ 周年、 天津解放 ６７ 周年ꎬ 全市各单

位广泛组织开展观影观展、 主题征文、 知识竞

赛、 文艺会演、 书法绘画等群众性宣传教育活

动ꎮ ４３ 万余名青年通过参观走访、 社会实践、
学习交流、 座谈讨论、 征文演讲等形式ꎬ 参与

了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主题教育

活动ꎮ
二、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深化普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坚持贴近群

众、 融入生活ꎬ 运用报刊、 广播、 电视、 新媒

体等载体持续推动ꎮ 教育系统通过 “津门教

育” 微信公众账号、 “图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 ‘梦娃’ 系列视频展播” 等栏目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学习宣传ꎮ 西青区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手抄报、 百米长卷绘画活动ꎮ 宁河区

制作张贴 “我们的价值观” 楼道宣传展示牌ꎮ
武清区在 １６０ 个村绘制 １５ 万平方米文化墙ꎬ 运

用农民画、 卡通画、 山水画等传播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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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ꎮ 河东区借助户外宣传媒介和河东文

明网、 文明河东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开

展宣传ꎮ 河西区发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春

联、 年历等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到百姓

身边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在不同群

体中分层推进ꎮ 在党员干部中开展 “学模范、
做表率”、 争做 “四讲四有” 党员活动ꎬ 推动

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弘扬良好道德风尚ꎮ 在青

少年中开展 “践行核心价值观、 争做向上向

善好青年” 主题活动、 “心有榜样故事汇”
“美德少年” 评选ꎬ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青少年健康成长ꎮ 在家庭开展 “传家训、
立家规”、 家风家训伴我成长征文活动ꎮ 在农

民中开展 “新农村新乡贤” 推介、 “最美乡

村人” 评选活动ꎬ 引导广大农民树立文明

乡风ꎮ
坚持以文化人ꎬ 文艺宣传引人向善向好ꎮ

搭建天津电影公益放映平台ꎬ 每月免费向公

众放映弘扬主旋律、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优秀国产影片 ８０—１００ 部ꎮ “新春惠民演

出月” “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 “戏曲名家进

社区” 等系列演出活动深受百姓喜爱ꎬ 各类

公益文化普及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微电影征集推荐、 “不忘初心 　 信念永恒”
中华诗联辞赋大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弘

扬传播正能量ꎮ
扩大公益广告宣传覆盖范围ꎮ 加强顶层设

计ꎬ 制定出台 «天津市公益广告管理办法»ꎮ
天津日报、 今晚报等 ６ 家市级新闻媒体、 天津

广播电视台以及北方网、 天津文明网充分利用

主要版面、 黄金时段刊播公益广告ꎮ 电影院累

计播映 “梦娃” 系列公益广告 ４０ 余万场、 农

村公益数字电影播映 ４ 万余场ꎮ 开展公益广告

大赛ꎬ 征集作品近 ２０００ 个ꎮ 在建好、 管好、 用

好首批 ２２ 个市级公益广告主题示范公园的同

时ꎬ 推动全市区级公园、 街心公园和社区绿地

公益广告宣传广覆盖ꎮ

　 　 三、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
宣传关爱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活动持续

推进ꎮ 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

动ꎬ 累计评选出 ６００ 名月度 “天津好人”、
１００ 名年度 “天津好人”ꎬ １４ 人荣登 “中国好

人榜”ꎮ 评选表彰 １０ 位 “真情天津” 年度人

物ꎮ 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ꎬ 制作道

德模范剪纸故事ꎬ 举办 “辉光日新———画家

走近道德模范” 美术作品展ꎮ 开展关心关爱

系列活动ꎬ 走访慰问 ７８ 名全国及市级道德模

范ꎬ 并拿出专项资金ꎬ 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

范进行帮扶ꎬ 为道德模范进行免费健康查体ꎬ
免费订阅报刊ꎮ

开展 «天津市民文明公约» «天津市民行

为守则» 修订宣传ꎬ 广泛发动市民参与ꎬ 把修

订的过程变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普及

公民道德规范的过程ꎮ 强化规则意识ꎬ 弘扬公

序良俗ꎬ 推动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

德、 个人品德教育深入开展ꎬ 引导人们自觉履

行法定义务、 社会责任ꎮ
加强社会诚信基础建设ꎬ 出台 «天津市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ꎮ 在 “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日、 “６１４” 信用记录日等时间

节点ꎬ 广泛开展诚信宣传教育ꎮ 开展 “诚信

兴商宣传月” 活动ꎬ 选树表彰一批诚信企

业、 诚信人物ꎮ 开展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示

范街镇培育、 文明诚信市场评选活动ꎬ 推选

出 ３１ 家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２ 个诚信计量示

范街镇、 ３３ 家文明诚信市场ꎬ 营造了重信践

诺社会环境ꎮ
四、 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启动市级文明区县创建工作ꎮ 制定完善

«天津市文明区县创建管理办法» «天津市文明

区县测评体系»ꎬ 以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ꎮ 举办培训班ꎬ 制定下发 «天津市

文明区县测评操作手册»ꎮ 委托第三方测评机

构对 １６ 个区进行创建工作年度测评ꎬ 以测促

建ꎬ 推动整体提升ꎮ 各区通过细化创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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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任务、 建立问题台账、 明确整改时限、 公

布监督热线、 开设网上监督平台等举措ꎬ 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基础设施、 环境卫生、 交通秩

序、 公共服务、 治安环境等问题ꎮ 积极做好全

国文明城区年度测评的迎检工作ꎮ 搭建学习交

流平台ꎬ 组织创文人员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先

进地区实地学访ꎬ 拓展文明城区创建思路眼

界ꎬ 丰富创建招法手段ꎮ
开展第一届天津市文明家庭推荐评选活

动ꎮ 各区、 各系统广泛发动市民群众参与ꎬ
经群众推荐、 基层审核、 评选委员会推选、
市文明委审定ꎬ 推选出 １００ 户第一届天津市

文明家庭ꎮ 栗岩奇等 ７ 户家庭入选第一届全

国文明家庭ꎮ 成立家风巡讲团ꎬ 深入街道、
社区、 村镇开展巡回宣讲ꎬ 促进良好家风

建设ꎮ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培育新型农民、

优良家风、 文明乡风、 新乡贤文化ꎮ 市农委以

村庄基础设施 “六化” 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

“六有” 完善提升为内容ꎬ 建设美丽村庄 １５４
个ꎬ 全市美丽村庄达 ６１５ 个ꎬ ４ 个村入选中国

美丽乡村ꎮ 寻找 “美丽农家”、 美丽乡村、 “千
村美院家风游”、 文明楼门创建等活动ꎬ 受到

群众欢迎ꎮ
五、 文明专项行动持续开展
文明服务专项行动围绕 “迎全运　 提高行

业服务水平” 这一主题ꎬ 开展 “最美城市印

象———为行业文明点赞”、 微笑服务星级评定、
文明行业服务标兵推选等主题活动ꎮ 金融、 通

信、 交通运输、 医疗卫生、 旅游餐饮等行业通

过明察暗访ꎬ 综合评定推出一批口碑好、 信誉

高的窗口服务单位ꎮ
文明交通专项行动强化交通安全宣传ꎬ 印

制交通安全宣传布标 １ 万条、 宣传海报 ５ 万张、
交通安全提示单 １０ 万份ꎬ 组织 １８ 个交警支队

深入客运站点、 中小学校通过交通安全进课

堂、 文明交通宣讲、 发放交通倡议书等形式开

展集中宣传ꎮ 强化农村交通违法劝导ꎬ 建设农

村交通安全劝导站 １５８２ 处ꎬ 培训劝导员近

３０００ 余人ꎮ 强化文明交通志愿服务ꎮ 组织志愿

者在公交、 地铁站点维持秩序、 引导乘客文明

乘车ꎬ 在交通路口配合协助交警劝阻、 制止不

文明交通行为ꎮ
文明旅游专项行动突出重要旅游节点、 重

点区域和重点人群ꎮ 在旅游旺季前ꎬ 借助发放

文明旅游倡议书、 微信微博转发文明旅游公

约、 开展文明旅游大讨论等方式宣传文明旅

游ꎮ 在古文化街等景区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

务ꎬ 引导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文明旅游行动ꎮ 数

十万人次游客积极参与 “文明旅游在路上” 活

动ꎬ 拿起相机手机ꎬ 点赞文明行为、 曝光不文

明行为ꎮ 加强导游、 领队的文明旅游教育培

训ꎬ 共培训 ５０００ 余人ꎮ
文明祭扫专项行动充分利用文明祭扫公益

广告宣传载体ꎬ 引导群众摒弃陋习、 移风易

俗ꎮ 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ꎬ 引导协助群众简办

丧事ꎮ 深化 “清风行动———都市文明　 集体共

祭” 活动ꎬ 文明祭扫覆盖全市 ２０００ 个社区ꎮ
民政、 公安、 市场监管、 综合执法等部门加强

对丧葬品经营市场检查ꎬ 进一步规范净化了殡

葬用品市场环境ꎮ
六、 强化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ꎬ 以项目化为抓手ꎬ 有

效整合志愿服务资源ꎬ 建设开通天津市志愿服

务供需对接平台ꎮ 线上推出 “志愿和平” 网络

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试点ꎬ 线下在河西区以社

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为主阵地建立供需对接

“心愿树” 试点ꎬ 实现志愿者、 服务对象和服

务项目的有效对接ꎬ 推动志愿服务向组织化、
经常化、 常态化转变ꎮ

完善激励回馈机制ꎬ 开展基层骨干培训ꎬ
探索志愿服务管理工作新路径ꎮ 加强志愿者的

权益保障ꎬ 建立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志愿服务褒

奖制度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天津市志愿服务创新项

目推介展示活动ꎬ 把自发零散的志愿服务活动

以项目的形式整合固定下来ꎬ 推动志愿服务常

态长效开展ꎮ 评选表彰 ６２ 名优秀志愿者、 ３５
个优秀志愿服务团队、 ２０ 个优秀志愿服务社

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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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２０ 个优秀志愿服务岗 (站)ꎮ
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常年开展ꎮ 党

员志愿服务与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相

结合ꎬ １４ ４ 万名在职党员根据群众需求ꎬ 开

展政策咨询、 矛盾调处、 科普宣传、 健康义

诊、 环保护绿等志愿服务活动ꎮ 文化志愿服

务引领社会风尚ꎬ 开通全国首家公益广播ꎬ
倡导开展慈善捐助、 支教助学、 义务献血等

公益活动ꎮ “文化惠民基层行” 通过文艺演

出、 艺术讲座、 送书画电影下乡、 送图书进

基层等形式ꎬ 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ꎮ
全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近 １０ 万次ꎮ 截

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全市注册志愿者达 １８９ ８
万人ꎬ 注册志愿服务团队 ６８４１ 支ꎬ 较上年

分别增长了 １１ ７％、 ３３ ５％ꎮ
七、 加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未成年人成

长ꎮ 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ꎬ 通过 “传家风———讲述我家的美德故

事” “暖冬课堂” “冬日送温暖” “我是小小

环保局长” “我为节粮提建议” 等实践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ꎮ 在重要时间节点ꎬ 开展祭英烈、 学习争

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歌咏、 向国旗敬礼、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等活动ꎬ 引导未

成年 人 爱 国、 诚 信、 孝 敬、 勤 俭、 明 德、

知礼ꎮ
用阵地建设丰富未成年人课外生活ꎮ 全

年新建国家级乡村学校少年宫 ６ 所ꎬ 市级乡

村学校少年宫 １０ 所ꎬ 社区快乐营地 １００ 个ꎬ
示范快乐营地 １０ 个ꎮ 以快乐营地为依托ꎬ
配备完善设施ꎬ 升级建设 “五爱教育阵地”
２００ 个ꎮ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ꎬ 文明校园

创建纳入 «天津市文明区县创建管理办法» ꎬ
印发 «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通

知» ꎬ 明确文明校园创建的基本原则、 总体

目标、 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ꎬ 推动文明校园

创建工作不断深化ꎮ
用特色活动推动典型培育ꎮ 精心组织

“同在蓝天下ꎬ 共圆中国梦” 六一主题活动、
“心有榜样、 快乐童年” 故事汇、 “学习雷锋

精神ꎬ 争做美德少年” 、 第二届 少 年 儿 童

“学国学诵经典” “好书伴我成长” 等活动ꎬ
以讲述美德故事、 与美德少年面对面、 经典

诵读等多种形式ꎬ 传播榜样力量ꎬ 传承传统

文化ꎮ 举办优秀童谣传唱、 儿童心中有核

心、 励志联大赛等主题活动上万场ꎬ 累计吸

引 ２００ 多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ꎮ 开展天津市

第五届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活动ꎬ ４ 首童谣入

选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作品ꎮ 向全市推介宣

传 ５０ 名天津市美德少年ꎮ

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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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开通全国首家公益广播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ꎬ 由天津市文明办和天

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家

公益广播正式亮相ꎮ 公益广播将广播媒体优

势与公益活动开展紧密结合ꎬ 打造 ２４ 小时全

天候公益平台ꎬ 吸引更多的市民群众参与公

益行动ꎮ
天津交通广播公益广播是在天津交通广播

原有的公益节目 “１０６８ 帮帮团” 基础上ꎬ 策划

丰富而成ꎮ 公益广播融新闻、 服务、 公益为一

体ꎬ 突出和强化 “公益” 理念ꎬ 以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传递社会正能量ꎬ 传播时代精

神为宗旨ꎬ 关注老百姓身边点滴小事ꎬ 搭建友

善互助的平台ꎬ 倡导开展慈善捐助、 支教助

学、 义务献血、 器官捐献等公益活动ꎬ 通过大

家帮大家实现互助互惠ꎮ
公益广播把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用百姓喜

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解读ꎬ 用多样的载体促进

公益活动开展ꎮ 还走出电波ꎬ 广泛开展线下

活动ꎮ 结合当前社会热点ꎬ 围绕不同主题策

划大型公益活动ꎬ 增强了互联网、 车上受众

与市民群众的深度融合ꎮ 先后开展了 “礼迎

全运———文明出行好市民、 文明服务好交警”
活动ꎬ “关注我们身边的未来” ———改善贫困

家庭孩子的学习生活环境公益活动ꎬ 感念义

拍———助力聋儿语言康复训练公益行动ꎬ 广

受社会好评ꎮ
公益广播倡导 “天天公益”ꎬ 全年无假日ꎮ

节目涉及出行信息、 寻人寻物信息、 突发事件

应急、 大交通信息、 车务咨询、 弱势群体求助

救助、 生命通道疏导 (１２０、 １１９ 特殊车辆等)、
感念义拍等内容ꎬ 由听众提出问题、 互动解决

问题、 节目后盾支持ꎮ 打通 ２４ 小时公益通道ꎬ
对接天津志愿服务网ꎬ 开通官方微博、 主持人

微博ꎬ 定时推送互动帖ꎬ 官方微信平台全天候

接受听众的求助信息ꎮ
开通 “２３５４２２２２” 公益扶助热线ꎬ 随时接

听听众求助电话ꎬ 通过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主

持人口播、 微信微博线下互助三种方式对求助

人进行帮扶ꎮ 节目直播期间开通热线电话

“２３３５５５５５”ꎬ 接进直播间的求助信息ꎬ 在第一

时间得到解决ꎮ 坚持线上线下结合ꎬ 建立节目

所属爱心公益团队、 应急服务车队ꎬ 探索建立

温暖基金ꎬ 实现更及时更长效的帮助ꎮ 平均每

天接到求助电话 １００ 余个ꎬ 由听众互动帮助解

决的超过八成ꎻ 寻人寻物的紧急求助信息延伸

到全天各节目时段ꎬ 多名走失的老人在节目的

帮助下成功找回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走上大舞台
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ꎬ 天津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财政局、 市教委、 市民政局、 团

市委、 市妇联、 市关工委、 天津广播电视台等

单位举办 “同在蓝天下　 共圆中国梦” 主题活

动ꎮ 与以往不同的是ꎬ 此次活动依托全市乡村

学校少年宫ꎬ 让农村的孩子唱主角ꎬ 登上市级

舞台表演节目、 展示特长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普遍建设在距离市区距离

较远的涉农区县ꎬ 接受高水平的专业指导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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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限制ꎮ 筹备过程中ꎬ 全国未成年思想道德建

设先进单位天津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老师自行驱

车ꎬ 集中两周时间ꎬ 深入 ５ 个涉农区县的 ２０ 余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现场排练指导ꎬ 观看、
演练节目 ５０ 余个ꎬ 征集展品 １０００ 余件ꎬ 从中

选拔优秀节目和展品ꎬ 以保证节目质量和活动

顺利进行ꎮ
主题活动分为文艺展演、 天津市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成果展、 优秀户外活动展示三

个板块ꎬ 从不同角度展现乡村学校少年宫孩

子们全面发展的良好状态ꎮ 来自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近 ３００ 名中小学生表演了舞蹈、 艺术

体操、 戏曲联唱等文艺节目ꎮ 同期开幕的天

津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成果展ꎬ 通过一周

的展览时间ꎬ 对全市 ８９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基

本情况、 活动开展等分别进行介绍ꎬ 并按照

“一校一品、 突出特色” 的原则ꎬ 将各个少年

宫学生的工艺品进行集中展示ꎮ 展览现场还

演示陶艺、 剪纸、 烫画等民间手工艺及传统

文化活动ꎬ 在让全市更多市民群众了解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同时ꎬ 进一步支持、 参与到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中来ꎮ
天津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对文艺展演、 少

年宫建设成果展、 优秀户外活动展示等内容进

行录制ꎬ 并制作光盘ꎬ 发放给每一个参加活动

的小演职员ꎮ 文艺展演中的优秀节目ꎬ 被选拔

参与天津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 “六一” 特别直

播节目 «印象童年» 晚会的演出ꎮ
活动现场ꎬ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赠送文惠公

益卡ꎬ 天津歌舞剧院、 天津交响乐团、 天津艺

术职业学院、 天津舞蹈家协会的专家、 老师们

被聘为乡村学校少年宫校外辅导员ꎬ 表达了社

会各界对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关心关爱ꎮ 活动受

到了学校、 孩子和家长的好评ꎮ

创建电影公益放映平台
天津市搭建 “天津电影公益放映平台”ꎬ

免费向公众放映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诠

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国产影片ꎬ 每月

推出 ８０—１００ 部ꎬ 以优质内容满足各界观众看

好电影的需求ꎮ
以 “让三性 (思想性、 艺术性、 商业性)

俱佳的电影常驻环境最好的影院ꎬ 让传播正能

量的佳作随时服务各界群众” 为宗旨ꎬ 在娱乐

观影中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和世界观ꎮ 先后推出 “中国梦电影梦” ———
优秀国产电影展播、 “党的故事” ———纪念建

党 ９５ 周年优秀影片展播、 “伟大的征途” ———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优秀影片

展播ꎮ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ꎬ

反映这些文化的影片不胜枚举ꎬ 针对不同受

众ꎬ 开设专题放映专场ꎬ 满足相应需求ꎮ 让观

众在接受熏陶中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ꎬ 在感

动自豪中自觉践行优秀传统文化ꎮ
通过放映反映老一辈革命家和民族精英家

国情怀的影片ꎬ 让观众感受精忠报国、 耕读传

家、 克勤克俭、 诚信友善、 孝悌仁义等优良家

风ꎬ 以榜样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实践和养成ꎮ
同时ꎬ 公益放映平台配备了电影讲解员ꎬ

定期举办公益文化公开课ꎬ 丰富市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ꎬ 广受社会好评ꎮ

探索建立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
天津市文明办围绕提升志愿服务供需双方

精准对接进行专题调研ꎬ 探索解决志愿服务资

源闲置与群众需求得不到满足共存的矛盾ꎮ 经

过调查研究ꎬ 确定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工作

思路ꎬ 市文明办会同和平区、 河西区开展志愿

服务供需对接试点建设ꎬ 明确工作着力点ꎬ 梳

理对接流程ꎮ
河西区文明办在东海街龙江里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供需对接 “心愿树” 活动ꎮ 在小区进出

口、 楼栋设立 “心愿树”ꎬ 将群众的需求挂出

来ꎮ 社区志愿服务站工作人员负责收集、 筛

选、 审核、 发布 “心愿树” 上的需求ꎬ 社区志

愿者自愿认领群众需求ꎮ 对无人认领的需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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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志愿服务站协调本社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

为其提供服务ꎬ 从而实现线下社区志愿服务供

需对接ꎮ
和平区推出和平区 “志愿和平” 网络服务

平台ꎬ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ꎬ 及时有效匹配

志愿服务供给与需求ꎮ 平台对全区志愿服务资

源按照项目、 时间、 区域等进行归类ꎬ 以 “菜
单” 形式在网上公布ꎮ 群众需求经审核也可在

网上发布ꎬ 由志愿者领取任务ꎬ 志愿者完成任

务后由平台为其进行志愿服务记录ꎮ
通过线下线上两种途径ꎬ 熟悉网络的群众

可以快捷实现供需对接ꎬ 不熟悉网络的群众依

托社区志愿服务站也能满足供需需求ꎮ

(天津市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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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河北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

委、 省政府一系列决策部署ꎬ 牢牢把握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ꎬ 紧紧围绕 “善行河

北” 这一主题ꎬ 突出抓好以文明城市创建为龙

头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各项工作扎实

推进ꎬ 取得了明显成效ꎮ
一、 “善行河北” 的品牌擦得更亮
坚持层层选树典型ꎮ 从下至上逐级推荐、

评选道德模范、 “河北好人”、 优秀志愿者ꎬ 一

大批基层道德典型脱颖而出ꎬ 形成了 “道德模

范走在前、 各类好人天天见、 志愿服务在身

边” 的生动局面ꎮ 在抗击 “７１９” 特大洪灾

中ꎬ 各有关市和省直工委、 教育工委、 卫计

委、 民政厅、 文联、 妇联、 科协等单位响应号

召ꎬ 积极组织开展 “送温暖、 献爱心、 做贡

献” 志愿服务活动ꎬ 全省超过 ２３ 万人次志愿

者活跃在救灾一线ꎬ 传递了友爱互助的爱心暖

流ꎬ 凝聚了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ꎮ 坚持全方位

宣传典型ꎮ 各市在公共文化场馆设置道德模范

事迹专题展览ꎬ 建成了 ５５ 个省级核心价值观涵

育基地、 ３ ２ 万个善行功德榜ꎬ 成为宣传典型

的基层载体ꎮ 河北文明网、 河北新闻网、 长城

网和 «燕赵都市报» 等开设 “河北好人 ３６５”
栏目ꎬ 每天推出一个河北好人ꎻ 河北日报、 河

北电视台每周发布当周突出的河北好人ꎻ 每月

在一个县 (市、 区) 组织一次月度发布ꎻ 年底

作一次年度发布ꎮ 迁安、 定州、 内丘已各承办

了一次 “河北好人” 月度发布活动ꎮ 特别是承

德市ꎬ 高水平承办了 “中国好人榜” ７ 月入选

名单发布仪式ꎻ 承办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
基层巡演活动京外首场演出ꎬ 在全社会引起热

烈反响ꎮ 坚持礼敬帮扶典型ꎮ 河北省安排 ３５ 万

元专项经费慰问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ꎻ 张家口

市承办了在冀的全国和省级道德模范集中休假

疗养ꎬ 中国文明网予以头条宣传ꎮ 衡水市为道

德模范赠送党报、 免费体检、 邮寄中秋月饼ꎻ
廊坊市为道德模范办理免费公交卡ꎻ 燕赵都市

报社为 “河北好人” 订阅报纸ꎮ 特别是沧州

市ꎬ 承办了全国首个 «中国好人传» 赠书活动

暨 “好人 ３６５” 栏目座谈会ꎬ 沧州市 “好人后

援会” 为 ５００ 多名基层好人解决各种困难ꎮ
这些措施ꎬ 激发了人们学好人献爱心的热

情ꎮ 全年已有 ３８ 人 (含群体) 荣登 “中国好

人榜”ꎬ 评选出 “河北好人” ２７０ 名ꎬ 县级以

上 “身边好人” １ ２ 万人ꎬ 参加实名注册的志

愿者达到 ２００ 万名ꎮ 燕赵大地ꎬ 善行如潮ꎮ
二、 文明城市创建成效明显
各级各单位认真贯彻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

求ꎬ 全面开展了文明城市、 文明城区、 文明县

城、 文明社区创建工作ꎮ 一是省级加强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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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ꎮ 统筹指导各地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ꎬ 把群众新关切和民生新期待纳入创建

内容ꎬ 把群众评判放在重要位置ꎬ 在省级测评

中提高群众评判的权重ꎻ 统筹工作调度督导ꎬ
先后 ５ 次召开调度会ꎬ 印发通报、 通知 ２３ 个ꎬ
开展省级督导 １６ 次ꎬ 现场指导各地精准对标ꎻ
统筹创建宣传ꎬ 在省级主要新闻媒体开设了

“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专题专栏ꎬ 组织了 “市
委书记谈创建” “文明城市创建记者行” 和

“文明城市创建进行时” 等系列宣传报道ꎬ 共

刊播稿件 ４８０ 多篇 (条)ꎮ 二是各创建工作主

体充分发挥作用ꎮ 绝大多数县 (市、 区) 都及

时召开了党委常委会和创建动员大会ꎬ 研究部

署创建工作ꎬ 成立了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

的创建指挥部ꎬ 石家庄、 秦皇岛、 廊坊、 邯郸

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亲临一线检查调度ꎮ 廊

坊、 石家庄、 秦皇岛、 邯郸等市还成立了由市

党政分管同志牵头的专项创建工作部ꎬ 协调推

动创建工作ꎮ 秦皇岛、 廊坊市还由市党政主要

领导主持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创建工作专题培训

会议ꎮ 三是省直单位积极支持创建ꎮ 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和省维稳办、 发改委、 教育厅、 民

宗厅、 公安厅、 国家安全厅、 人社厅、 国土

厅、 环保厅、 住建厅、 商务厅、 文化厅、 卫计

委、 旅发委、 工商局、 质监局、 安监局、 统计

局、 国税局、 知识产权局、 食药监局、 妇联、
残联、 石家庄海关ꎬ 在 ２０１６ 年国家和省级测评

期间ꎬ 及时提供了各市重点工作 “评价意见”ꎬ
认真负责地出具了 “负面清单” 认定意见ꎮ 省

直工委、 教育工委、 卫计委等单位积极协调相

关创建工作ꎻ 国资委、 农工办 (美丽乡村办)、
科技厅、 工信厅、 交通运输厅、 民政厅、 司法

厅、 农业厅、 水利厅、 林业厅、 新闻出版广电

局、 气象局、 能源监管办、 省电力公司、 冀北

电力公司、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河北广播电视

台等作为全省 “五大战役” 和 “七件实事” 的

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ꎬ 积极落实创建任务ꎮ 尤

其是省住建厅、 环保厅ꎬ 牵头作用发挥充分ꎮ
经过一年的创建ꎬ 居民文明素质得到提

升ꎬ 城区面貌发生较大变化ꎬ 生活环境进一步

改善ꎬ 为民服务更加便利便捷ꎮ 全省城区清除

积存垃圾点 ４４２２１ 处ꎬ 拆除违章建筑 １２０ ７９ 万

平方米ꎬ 新建和改造公园、 游园 ３６１ 个ꎬ 新建

绿道绿廊 ３３１ ６４ 公里ꎬ 整治城市违规广告近

５００ 万平方米ꎬ 新建和完善社区综合文化中心、
卫生服务站 ２１００ 多个ꎬ 集中改造提升老旧小区

８６０ 个ꎬ 赢得了群众的拥护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唐

山接受了中央文明办暗访检查ꎻ 石家庄、 秦皇

岛、 邯郸、 廊坊、 承德、 沧州接受了国家年度

测评ꎬ 均取得了预期效果ꎮ 此前ꎬ 国家统计局

河北调查总队ꎬ 完全按照国家测评的程序、
方法ꎬ 对 １１ 个设区市、 ４５ 个市辖区、 １０４ 个

县和 １９ 个县级市ꎬ 实施了省级年度测评ꎬ 促

进了创建工作的深入发展ꎮ «人民日报» 和

«光明日报» 先后推介了河北省的创城做法ꎮ
三、 文明村镇创建再谱新篇
在安新县召开了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现场经验交流会ꎬ 进一步推动了创建工作ꎮ
一是加强 “十个一” 建设ꎮ 在大力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同时ꎬ 全面推进 “十
个一” 建设ꎬ 即一个村民中心 (含文化中心)、
一个文化广场、 一条乡村文明示范街、 一批善

行功德榜、 一套村规民约、 一个红白事理事

会、 一个道德讲堂、 一支志愿者队伍、 一支乡

贤骨干队伍、 每年评选表彰或复检一次 “十星

级文明户” 或 “五好家庭”ꎬ 取得了积极成效ꎮ
二是借势美丽乡村ꎮ 坚持 “美丽乡村建设到哪

里ꎬ 文明创建就推进到哪里”ꎬ 在全省 ４７１０ 个

美丽乡村创建重点村中开展了乡风文明建设ꎬ
为 “美丽的躯壳” 及时注入 “美丽的灵魂 (核
心价值观) ”ꎮ 省交通厅和保定市及所属涞源、
涞水、 易县ꎬ 在省旅发大会驻地、 周边村镇、
国省干道和沿途高速集中刊播设置了大批公益

广告ꎬ 绘制了文化墙ꎬ 开展了文明旅游、 文明

餐桌、 文明引导等行动ꎬ 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

会氛围ꎮ 三是组织申报认定ꎮ 在省人社厅支持

下ꎬ 联合印发通知ꎬ 组织开展了县级文明村镇

申报认定工作ꎬ 调动了县一级的创建积极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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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 “两个 ５０％” (中央文明办要求 “经过

五年的努力ꎬ 使全国 ５０％以上的村和乡镇达到

县级及县级以上文明村镇的标准” ) 要求ꎬ 破

解了瓶颈制约ꎮ 四是推动移风易俗ꎮ 在省纪

委、 农办、 民政厅、 农业厅等有关单位的支持

下ꎬ 组织开展了文明乡风摸底调研ꎬ 选树了一

批移风易俗典型村镇进行宣传推介ꎬ 引领了农

村刹 “三风” (婚丧喜庆活动大操大办、 人情

债、 攀比斗富的不良风气) 活动ꎮ 河北省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经验在全国会议上作

书面交流ꎻ 河北省开展农村 “十个一” 建设的

做法被中央文明办 «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在全

国推介ꎻ 新华社、 人民日报分别播发了河北省

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经验ꎮ
四、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全面推进
一是文明单位管理日益规范ꎮ 把省级党政

机关、 群众团体纳入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和评选

范围ꎬ 激发省直单位创建积极性ꎮ 开发运用

“河北省文明单位创建动态管理系统”ꎬ 组织了

基础信息、 创建动态网上申报ꎬ 在量化评估基

础上ꎬ 由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处级干部带队组成

２３ 个小组ꎬ 完成了对首批 １８００ 多个候选单位

的实地普查ꎬ 为落实文明单位退出机制提供了

依据ꎮ 二是文明家庭创建开局良好ꎮ 李保国家

庭、 杨普家庭等 １３ 个家庭获评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ꎬ 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亲切

会见ꎬ 河北省入选家庭数居全国第二位ꎮ 赵克

志、 张庆伟、 李干杰、 田向利、 商黎光等省委

领导会见了河北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ꎮ
省委常委会学习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

要讲话和全国表彰大会精神以及 «河北省文明

家庭评选管理办法»ꎬ 赵克志同志讲了重要意

见ꎮ 按照省委要求ꎬ 启动了 ２０１６ 年度河北省文

明家庭评选工作ꎮ 三是文明校园创建覆盖广

泛ꎮ 与省教育厅制定了省级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推进计划和中小学校 «评价细则»ꎮ 将文明校

园创建纳入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中ꎬ 作为一项重

要指标ꎬ 强化了各级的重视程度ꎮ 各级文明办

和教育部门组织引导全省 １５９９４ 所大中小学校

参与创建ꎬ 取得扎实成效ꎮ 在全国开展的 “向
国旗敬礼” 签名寄语活动中ꎬ 河北省参与人次

居全国第一ꎬ “清明网上祭英烈” 签名寄语活

动ꎬ 河北省参与人次居全国第二ꎮ 石家庄承办

了全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培训班ꎬ 中央文明办

推广了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经验ꎮ
五、 志愿服务工作成果丰硕
一是志愿服务立法实现突破ꎮ 省文明办推

动制定的 «河北省志愿服务条例»ꎬ 经省人大

审议通过ꎬ «河北省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的实施意见» 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审议通过ꎮ «条例» 和 «意见» 的出台ꎬ 为

全省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规制度保

障ꎮ 二是志愿服务培训形成体系ꎮ “全国志愿

服务培训基地” 在河北志愿服务学院挂牌ꎬ 成

为第三家全国性培训基地ꎮ 河北志愿服务学院

在各市设立了 １１ 家分院ꎬ 辐射带动 １００ 家省级

志愿服务培训基地和 １００ 家实践基地ꎬ 初步形

成了集主题培训、 红色教育、 项目拓展、 实地

观摩于一体的志愿服务培训模式ꎮ 三是志愿服

务活动丰富多彩ꎮ 张家口市崇礼区承办了 “冬
奥会志愿者林” 植树公益活动ꎬ 刘淇、 赵克志

等领导同志带头植树ꎮ 保定市 “善美保定爱

心送考”、 衡水市直万名党员志愿者集中活动、
邢台市 “爱心驿站” 和辛集市 “幸福传递” 主

题鲜明ꎮ 省总工会、 团省委、 省妇联组织的

“木兰有约” 法律宣讲、 阳光助残等志愿服务

活动深入基层、 影响广泛ꎮ 沧州市、 唐山市和

团省委等单位推荐的王红心、 邻里守望 “十个

一”、 河北爱心救援队等 １２ 个先进典型入选全

国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ꎮ 西柏坡纪念馆、 唐

山抗震纪念馆被列为全国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首批示范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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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善行河北河北好人” 评选活动
为进一步深化拓展 “善行河北” 主题道德

实践活动ꎬ 扩大活动参与面ꎬ 突出典型引领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河北省文明办印发了 «关于开展

“善行河北河北好人” 评选活动的实施意

见»ꎬ 在各级推荐评议 “身边好人” “中国好

人” 的基础上ꎬ “善行河北河北好人” 评选

活动在全省启动ꎮ
“河北好人” 评选活动坚持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以弘扬和传播社

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为核

心ꎬ 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浓厚

氛围ꎮ 一是多渠道推荐ꎬ 发掘好人故事ꎮ 组织

各级各部门ꎬ 在村 (社区)、 乡镇 (街道)、 县

(市、 区)、 市、 省五级层层评选 “本级好人”ꎻ
发挥主流媒体作用ꎬ 经省、 市主要媒体报道的

身边好人事迹ꎬ 对其中社会影响大、 事迹突出

的ꎬ 直接列入 “河北好人” 候选人ꎻ 推动好人

评选向行业延伸ꎬ 会同省直部门开展 “河北好

人行业人物” 评选ꎮ 二是全媒体宣传ꎬ 传递

好人精神ꎮ 建立四级发布平台ꎬ 坚持 “日、
周、 月、 年” 发布宣传不断线ꎬ “河北好人

３６５” 栏目一天讲述一个好人故事ꎬ 河北日报、
河北新闻联播每周宣传一个事迹突出的河北好

人ꎬ 每月举办一次河北好人发布暨现场交流活

动ꎬ 年底举办年度河北好人发布活动ꎮ 建设网

上 “河北好人” 展馆ꎬ 充分利用网络影响力ꎬ
采用三维技术等最新技术ꎬ 在河北文明网、 河

北新闻网、 长城网设立 “河北好人” 网上展

馆ꎬ 全方位展示好人事迹ꎬ 传播好人故事ꎮ 组

织好人事迹进企业、 进校园活动ꎬ 将 “河北好

人” 月度发布活动安排在企业、 校园一线ꎬ 让

企业职工和师生代表现场聆听好人故事ꎬ 感受

好人精神ꎮ 三是全社会礼遇ꎬ 让争做好人成为

风尚ꎮ 为好人树碑立传ꎬ 编辑出版 «河北好人

(２０１６ 卷) »ꎬ 记录、 传播好人故事ꎬ 把 “河

北好人” 的事迹记录在 “好人档案”、 镌刻在

好人文化墙、 功德碑上ꎬ 建设好人文化主题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基地等ꎻ 给好人荣誉ꎬ
每月为上榜的 “中国好人” 寄发喜报ꎬ 邀请

“河北好人” 出席省内精神文明建设重大活动ꎻ
设立道德模范和 “河北好人” 宣传礼敬专项经

费ꎬ 启动首期额度 ２００ 万元的 “河北省道德基

金”ꎬ 建立道德模范和 “河北好人” 集中休假

疗养制度ꎮ

农村 “十个一” 创建活动
农村 “十个一” 创建活动由河北省文明办

组织开展ꎮ 为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具体化、 科

学化ꎬ 增强可操作性ꎬ ２０１６ 年ꎬ 河北省组织开

展农村 “十个一” 创建ꎬ 即建设一个村民中

心、 一个文化广场、 一条乡村文明示范街、 一

批善行功德榜、 一套村规民约、 一个红白理事

会、 一个道德讲堂或文化礼堂、 一支志愿者队

伍ꎬ 一支乡贤骨干队伍、 每年评选表彰或复检

一次 “十星级文明户” 或 “五好家庭”ꎮ
在创建过程中ꎬ 一是现场观摩推动ꎮ 组织

各地打造了安新县大淀头村、 东淀头村ꎬ 馆陶

县寿东村、 翟庄村ꎬ 磁县东武仕村ꎬ 魏县后闫

庄村等一大批先进村镇典型ꎮ 组织召开现场观

摩会ꎬ 在广大农村大力推广先进经验ꎮ 二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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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借力ꎮ 加强环京津村镇与京津相邻村镇的对

接ꎬ 开展结对联创ꎬ 互帮互助ꎬ 抓住北京、 张

家口联合筹办冬奥会、 中央决定建设雄安新区

“千年大计” 的重大机遇ꎬ 打造一批 “十个一”
建设示范区ꎮ 三是推动共建共创ꎮ 整合以城带

乡的资源力量ꎬ 发挥好包村部门、 文明单位、
工商企业以及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的作

用ꎬ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十个一” 创建活动ꎬ
与重点创建村结对共创ꎬ 共同提高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全省建设村民中心

４ １８ 万个、 文化广场 ３ ５５ 万个、 乡风文明示

范街 １ １４ 万条、 红白事理事会 ３ ７６ 万个、 村

规民约 ３ ７２ 万套、 善行功德榜 １ 万个、 道德讲

堂 ２ １８ 万个、 志愿者队伍 ２ ４７ 万支、 乡贤骨

干队伍 １ ９８ 万支、 十星级文明户 ７３ ５９ 万户和

五好文明家庭 ３７ ６９ 万户ꎮ “十个一” 建设使

精神文明创建深入农村千家万户ꎬ 广大农民人

人参与ꎬ 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素质明显提高ꎮ

“与文明同行　 志愿者在行动” 主题活动
为发挥学雷锋志愿服务引领社会风尚、 弘

扬正能量的作用ꎬ 深化志愿服务 “善行传递”
行动ꎬ 聚焦不文明行为专项整治ꎬ 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ꎬ 动员全省广大志愿者为建设经济强

省、 美丽河北贡献力量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河北省文明

办、 河北省志愿办、 河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在

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 “与文明同行　 志愿者在

行动” 主题活动ꎮ
省文明办、 省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团省委

等部门于 ３ 月 １ 日在石家庄市雷锋广场举行

“与文明同行　 志愿者在行动” 主题活动启动

暨雷锋铜像揭幕仪式ꎬ 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

长、 省文明委常务副主任、 省志愿服务指导委

员会主任田向利出席启动仪式并为雷锋铜像揭

幕ꎬ 同时向优秀志愿者代表颁发志愿服务证、
赠送人身意外保险ꎮ

“与文明同行 　 志愿者在行动” 主题活动

聚焦不文明行为专项整治ꎬ 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ꎬ 立足群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ꎬ 精心设计

暖民心、 接地气的项目ꎬ 组织志愿者大力开展

文明礼仪宣传、 文明交通引导、 保护环境、 爱

护家园、 邻里守望、 便民利民志愿服务和 “亮
牌争星” 党员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ꎬ 并充分运

用报刊、 广播、 电视、 互联网、 手机短信、 微

信、 微博等传媒渠道ꎬ 运用新闻报道、 言论评

论、 公益广告等形式ꎬ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广

泛普及志愿知识ꎬ 提升了全社会对志愿服务的

认知度、 认同感ꎮ

“百场儿童剧进校园” 活动
河北连续 ６ 年组织省话剧院儿童剧团开展

“百场儿童剧进校园” 活动ꎮ 指导省儿童剧团

排练了 «狐狸与枪» «下次开船港» 等 １０ 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题材优秀舞台剧目ꎬ 赴全省

各地特别是偏远农村巡回演出ꎬ 每年演出场次

不低于 １００ 场ꎬ 其中贫困、 偏远山区演出场次

比例达 ６０％ꎬ 每年受益未成年人近 ２０ 万人次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 河北省文明校园创建

暨 “百场儿童剧进校园” 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

庄正定子龙小学举行ꎬ 拉开了 “百场儿童剧”
大型公益演出活动的序幕ꎮ “百场儿童剧进校

园” 活动作为河北省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的一项

重要抓手ꎬ 作为河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的亮点工作ꎬ 已成为全国启动时间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 演出范围最大、 惠及少年儿童

最多的大型公益演出活动ꎮ 活动深受广大少年

儿童的喜爱ꎬ 提升了河北儿童剧在全国的知名

度ꎮ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光明日报、 人民

网、 新华网等多家中央媒体对河北省此项工作

给予报道ꎮ

(河北省文明办供稿)

５３９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山西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山西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大力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ꎬ 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ꎬ 重视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为

不断塑造山西美好形象ꎬ 逐步实现山西振兴崛

起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 强大的精神力量、
丰润的道德滋养ꎮ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不断

推进
依据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规范报纸期刊、 广播电视、 新媒体新技术以

及社会媒介刊播公益广告工作ꎬ 明确有关职

能部门责任ꎮ 召开 “建立公益广告宣传长效

机制推进会”ꎬ 出台 «关于优化社会媒介刊播

公益广告内容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做好

公益广告刊载传播工作的通知»ꎬ 推动公益广

告宣传常态化ꎮ 组织山西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演讲比赛ꎬ 近 ３００ 万人参与ꎬ
媒体广泛报道ꎬ 决赛在山西电视台隆重举办ꎬ
黄金时间播出ꎬ 社会影响广泛ꎮ 开展 “我们

的节日春节” 主题活动ꎻ 举办 ２０１６ “我们

的节日春节———平遥中国年” “我们的节

日重阳———第七届运城舜帝德孝文化节”
系列活动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百

姓节日生活ꎮ

二、 各类道德典型选树活动有声有色
认真做好第六届山西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工

作ꎬ 广泛宣传发动ꎬ 严格程序标准ꎬ 严肃工作

纪律ꎮ 积极向中国文明网推荐身边好人ꎬ ２４ 人

入选 “中国好人榜”ꎮ 广泛开展 “山西好人”
推选活动ꎬ 推出 ５０ 名山西好人ꎮ 指导山西晚

报、 黄河电视台组织 “２０１６ 感动山西人物” 评

选ꎮ 在山西卫视播出 ７ 名道德模范公益宣传片ꎬ
用身边人、 身边事带动全社会学好人、 做好

人ꎮ 用好用足政策ꎬ 对贺印娣等生活困难的道

德典型进行帮扶ꎮ
三、 “五大创建” 活动取得新的进展
对年度精神文明创建成绩突出的 １３ 个城

市、 ２９ 个县城、 ３６４ 个村镇、 １１５３ 个单位、
１３３ 个社区、 ４３ 个景区和 ８０ 名个人进行表

彰ꎮ 改进工作方法ꎬ 由省文明办同志带队ꎬ
对全国文明城市以及县级提名城市进行测评ꎬ
确保测评结果公平公正ꎮ 在晋中、 吕梁、 长

治等地对村镇创建工作进行调研ꎬ 在汾阳市

贾家庄村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

验交流会ꎮ 在山西日报、 山西广播电视台等

新闻媒体推出 “美丽乡村巡礼” 专栏ꎬ 集中

近一个月时间讲述美丽乡村故事ꎬ 生动鲜活

地展现山西省乡风民风美、 人居环境美、 文

化生活美ꎮ 在农村大力开展移风易俗系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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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的 “群星耀三晋 　
新风进万家” 全省百场巡演活动ꎮ 召开提升

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联席会议ꎬ 交流经验做法ꎬ
安排部署工作ꎮ 出台 «山西省文明家庭评选

标准和评选办法»ꎬ 开展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推荐活动ꎬ 孙秀兰等 ８ 户家庭被评为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ꎮ 联合省教育厅拟制 « “十三

五” 期间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

方案»ꎬ 制定 «中小学文明校园测评细则»ꎬ
将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纳入计划ꎮ

四、 志愿服务工作异彩纷呈
联合有关部门出台 «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

服务组织的实施意见»ꎬ 进一步加强对志愿服

务组织的引导和支持ꎬ 促进志愿服务健康有序

发展ꎮ 在山西农业大学举办 “三晋志愿　 青春

同行” 山西省第三届高校公益服务论坛ꎬ 省内

外 ５６ 所高校的 １５０ 个青年志愿者组织、 社会公

益组织和 ２５ 家基金会参加ꎬ 达成合作意向的项

目 ５０ 余个ꎮ 发动 ２０ 余家志愿服务组织和有关

单位ꎬ 联合开展 “２０１６ 爱心助考” 志愿服务活

动ꎮ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各 １０ 个ꎮ 参加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暨 ２０１６ 年志愿服务交流会ꎬ 取得 １ 个金

奖、 １２ 个银奖ꎮ 在阳曲县杨兴九年制一贯制小

学ꎬ 以 “我健康、 我快乐、 我成长” 为主题ꎬ

开展 “情暖春苗”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ꎬ 对 １７
名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 能力提升、 素质教

育和困难帮扶ꎮ 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

的志愿者、 志愿服务团体数量分别达到 １８ 万余

人和 ３５００ 余个ꎬ 分别是 ２０１５ 年底的近 ４ 倍和

近 ６ 倍ꎮ
五、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
制定下发 «山西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测评体系» 及其 «操作手册» ꎮ 扎实

开展清明网上祭英烈、 六一学习和争做美德

少年、 七一童心向党、 十一向国旗敬礼、 优

秀童谣传唱和纪念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等 “我

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全国网络展播的 １２０ 所学校中山西

省有 ７ 所ꎬ 入选率名列全国前茅ꎮ “向国旗

敬礼” 活动中ꎬ 太原市参与网上签名寄语的

中小 学 生 达 ６７ ６ 万 余 人、 网 上 投 票 率 达

７５ ４％ꎮ 参加全国 ２０１６ 年优秀童谣征集推广

活动ꎬ 山西省推荐的 １５ 首童谣 １ 首获一等

奖ꎬ ３ 首获优秀奖ꎮ 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ꎬ 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４８ 所ꎬ 对 ３４６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年度考核ꎬ 足额发放

项目资金 １８０６ 万元ꎮ 联合有关部门进行暑

期社会文化环境专项治理ꎬ 营造了良好的暑

期社会文化环境ꎮ

特色活动

山西省采用 “三结合” 方式开展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培训
培训班采用会场讲座与微信直播相结合ꎬ

极大拓展了培训范围ꎮ 培训期间ꎬ 全程进行了微

信直播ꎬ １２００ 余人在线观看ꎬ 涵盖全省和周边

省市ꎬ 在线热度和课程反响远超预期ꎬ 极大地拓

展了此次培训的范围和影响ꎬ 是 “互联网＋” 在

工作中的一次成功尝试ꎬ 是山西省心理健康培

训方式的一次创新ꎮ 采用理论辅导与微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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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ꎬ 有效提升了培训效果ꎮ 针对山西省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的实际情况ꎬ 课程设置

上突出系统性ꎬ 涵盖了 “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 “危机干预” “青春期的

困扰与应对”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整合社会

资源做好早期干预” 等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工作的主要方向ꎻ 培训方式上突出实用性ꎬ 为提

高培训效果ꎬ 将心理课堂搬到了会场ꎬ 设置两节

小学生心理课堂微展示ꎬ 让与会代表实际感受

心理健康辅导技巧在课堂中的具体应用ꎮ 采用

现场观摩与融入参与相结合ꎬ 切实增强了培训

体验ꎮ 现场观摩环节在向与会代表展示心理健

康辅导室硬件建设标准的同时ꎬ 更加强调立足

现有ꎬ 加强软件建设ꎬ 大力开展各项活动ꎮ 在

组织观摩高一新生心理趣味运动会时ꎬ 专门组

织与会代表组队与学生们同场竞技ꎬ 共同体验

团体活动所传递出的团结、 协作、 沟通、 共享

等团队精神ꎬ 切身感受活动效果ꎮ

临汾市深挖道德典型
临汾市把选树道德模范作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着力点ꎬ 通过发现、 培

养、 宣传、 表彰、 帮扶一批道德模范ꎬ 广泛宣传

公民道德建设的先进典型ꎬ 形成了道德模范大

量涌现、 善行义举广为传颂的社会环境ꎮ 选树身

边的先进典型的 “第一道工序” 就是典型的挖

掘ꎮ 临汾市开展各级各类典型的选树活动ꎬ 层层

推荐ꎬ 优中选优ꎮ 各县 (市、 区) 普遍开展了

县级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ꎬ 目前全市 １７ 个县

(市区) 已普遍开展了县级道德模范评选ꎬ 有些

乡镇都还开展了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ꎮ 在全

市广泛设立了善行义举榜ꎮ 目前已覆盖到全市

所有市级以上文明单位、 社区和村镇ꎮ 加强与组

织、 工会、 共青团、 妇联和新闻媒体等部门的沟

通联系ꎬ 及时了解掌握各类别先进典型的情况ꎬ
建立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典型库ꎬ 为发现和

培育基层道德模范做好人员储备ꎬ 构建起群众、
媒体、 社会三位一体的典型挖掘网络ꎮ 在道德模

范挖掘中ꎬ 临汾市突出群众评、 评群众ꎬ 广泛发

动群众在熟悉的人群中选好人ꎬ 在日常生活中

找好事ꎬ 做到好模范大家选ꎬ 好风尚大家传ꎬ 使

培育道德模范工作走向常态化ꎮ 立足 “大视野

着眼、 小视角切入”ꎬ 从小事着眼ꎬ 挖掘普通人

身上的闪光点ꎮ 评选范围上ꎬ 重点面向村、 社

区、 学校、 企业等基层单位ꎬ 发掘百姓身边的鲜

活事例和感人故事ꎬ 推选看得见、 过得硬、 学得

来的道德典型ꎮ

(山西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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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 全区宣传部长会议和文明办主任会议

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ꎬ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ꎬ 深入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效果明显ꎮ

一、 组织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

习宣传活动
在前四届的基础上ꎬ 创新形式、 注重实

效ꎬ 扎实开展第五届全区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

学习宣传活动ꎮ 一是规范推荐流程ꎬ 确保评审

公信ꎮ 下发 «关于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区道德模

范的通知»ꎬ 成立了活动组委会和评委会ꎬ 经

过基层推荐、 审核资格、 媒体公示、 遴选上

报、 网络投票、 评委会会议等程序ꎬ 评选出了

５０ 名第五届全区道德模范和 ５０ 名提名奖ꎮ 二

是大力宣传展示ꎬ 扩大社会影响ꎮ 在内蒙古

网、 文明内蒙古微信开设了第五届全区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活动专题ꎬ 对候选人事迹进行集中

展示和宣传ꎮ 三是开展帮扶慰问ꎬ 树立价值导

向ꎮ ２０１６ 年春节前ꎬ 对 １８ 名生活困难的全国、
全区道德模范、 美德少年进行了帮扶ꎬ 帮扶资

金 ７６ ５ 万元ꎮ 四是进行隆重表彰ꎬ 切实加强礼

遇ꎬ 并对生活困难道德模范进行帮扶慰问ꎮ
二、 突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龙头工程加以推进ꎮ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ꎬ 狠抓

问题整改ꎮ 根据中央文明办和自治区自测测评

出来的问题ꎬ 进行梳理分类ꎬ 一对一地反馈给

被测城市ꎬ 把抓问题整改作为推进创城工作的

最重要手段ꎬ 促进了创建水平的提升ꎮ 二是坚

持以会促创ꎬ 突出工作重点ꎮ 在全面推进创城

工作的同时ꎬ 坚持以会促创ꎬ 把迎接全区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现场会作为推进重点城市创建工

作的有力抓手ꎮ ８ 月在巴彦淖尔市开会ꎬ 实地

观摩巴彦淖尔创城工作、 总结部署创城工作、
交流创建工作经验ꎬ 推动了全区文明城市创建

整体水平的提高ꎮ 三是坚持以测促创ꎬ 打好基

层基础ꎮ 紧紧抓住文明城市评选表彰年的契

机ꎬ 于年初下发了 «关于评选表彰第四届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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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明城市、 复查往届全国文明旗县城和自治

区文明城市、 督查测评我区全国提名城市的通

知»ꎮ «通知» 规定开展评选表彰、 复查督查等

要以测评成绩为依据ꎬ 要求各参测城市、 旗县

市要以测评体系为依据ꎬ 逐条分解任务ꎬ 落实

标准ꎬ 有针对性地部署创建工作ꎬ 有力推动了

各地的创建工作ꎮ 在全区抽调了 ６４ 名干部ꎬ 对

６２ 个旗县以上城市进行了测评ꎮ 四是坚持领导

带头、 狠抓工作落实ꎮ 一方面利用领导下乡的

契机ꎬ 狠抓创城工作落实ꎬ 专题督查创城工

作ꎬ 有力推动了被督查城市的工作ꎬ 同时对其

他提名城市和全区其他盟市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另一方面拟定了对县级全国提名城市督查工作

方案ꎬ 并组织提名城市互查互测互评ꎮ 五是细

胞创建工作、 补齐短项短板ꎮ 针对创城工作中

社区小区建设薄弱的短板ꎬ 在广泛征求各方意

见的基础上ꎬ 于 ６ 月初起草并下发了 «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关于

在全区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的方案»ꎬ 在全

区普遍开展创建活动的基础上ꎬ 重点突出了自

治区 ３ 个全国文明城市、 １２ 个全国提名城市、
８ 个全国文明旗县城、 ２５ 个自治区文明城市区

和 ２９ 个争创自治区文明城市的地区ꎮ 六是总结

经验、 发挥典型带动作用ꎮ ３ 月中旬ꎬ 组织调

研组深入乌兰察布市开展调研ꎬ 深入社区入户

调查ꎬ 听取了乌兰察布市和集宁区委的工作汇

报ꎬ 同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接触ꎬ 撰写了

关于乌兰察布创城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ꎮ 全区

各地纷纷赶赴乌兰察布学习考察ꎬ 用身边的典

型经验ꎬ 指导本地创城工作ꎮ 七是强化宣传氛

围ꎬ 营造良好声势ꎮ 在自治区主要媒体开设了

创城工作宣传专栏 «创城这一年»ꎬ 对全区 １２
个提名资格城市进行了综述性宣传报道ꎬ 把中

央文明办测评的结果和自治区文明办组织的测

评结果分别在创城专栏进行了公示ꎬ 引起了强

烈反响ꎮ
三、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积极构建家庭、 学校、 社会三结合的教育

网络ꎬ 不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ꎮ 一是

深化主题活动ꎬ 培育道德风尚ꎮ 广泛开展 “网
上祭英烈” 活动和 “学习雷锋、 做美德少年”
网上签名寄语、 “童心向党” 歌咏、 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 向国旗

敬礼等 ６ 项主题实践活动ꎮ 与自治区教育厅、
团委、 妇联、 关工委、 内蒙古电视台联合举办

了 “德润草原苏敦娜荷芽” ———全区第三届

中小学校园文化艺术大赛暨乡村学校少年宫成

果展演活动和 “德润草原苏敦娜荷芽” 蒙汉

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童谣征集和中学生

征文活动ꎮ 开展第四届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

动ꎬ 树立了一批可亲、 可敬、 可学的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先进典型ꎮ 二是召开专题会议ꎬ 全面

启动创建ꎮ 在锡林郭勒盟组织召开了文明校园

创建工作推进会ꎬ 总结回顾了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情况ꎬ 制定了 “十三五” 时期文明校园创建

工作目标ꎬ 全面部署了文明校园创建工作ꎮ 三

是强化阵地建设ꎬ 夯实基层基础ꎮ 对部分盟市

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了督查调研ꎮ 下发了

«关于组织实施 ２０１６ 年度中央和自治区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通知»ꎬ
制定 « “十三五” 时期内蒙古自治区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规划实施方案» 和 «内蒙古自治区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ꎬ 在鄂尔多斯

市启动了 “文艺体育科技勒勒车” 走进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ꎬ 组织文艺志愿者、 大学生志愿

者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对师生开展培训ꎬ 取

得良好效果ꎮ 由自治区心理健康专家牵头ꎬ 组

建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志愿服务队伍ꎮ 组

织举办了全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校外辅导站骨

干人员培训班ꎮ 四是坚持以测促创ꎬ 开展年度

测评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新发布的 «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和操作手册ꎬ
对 ５５ 个旗县区进行了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年度测评ꎮ
四、 积极推进身边好人选树
一是开展月度评选ꎬ 更多选树典型ꎮ 下发

了 «关于继续组织开展 “内蒙古好人” 评选推

荐活动的通知»ꎬ 进一步挖掘凡人善举ꎬ 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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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英雄ꎮ 通过层层上报、 资格审核、 评委评

审ꎬ 网上公示等程序ꎬ 共有 ４１３ 人入选 “内蒙

古好人榜”ꎮ 二是创新宣传方式ꎬ 开展月度发

布ꎮ 举办了 １１ 场 “内蒙古好人榜” 发布仪式

暨全区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ꎬ 以

讲故事的方式传播正能量ꎬ 通过播放视频短

片、 现场访谈、 宣读倡议书、 文艺表演等形

式ꎬ 生动诠释了各级各类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好人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ꎬ 产生了强烈反

响ꎮ 三是开设专题专栏ꎬ 扩大好人影响ꎮ 与内

蒙古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频道 «福彩草原情»
栏目和广播 «我爱公益» 栏目合作ꎬ 每周讲述

２ 位内蒙古好人的感人故事ꎬ 形成了常态化的

宣传报道模式ꎮ
五、 大力推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 “十个全

覆盖” 工程来设计、 安排和展开ꎬ 重点做好三

个方面的工作ꎮ 一是坚持规划先行ꎬ 深化创建

活动ꎮ 制定出台了 «内蒙古自治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文明村镇创建五年行动计划»ꎬ 提出了今后

五年把全区 １２０００ 个苏木乡镇和村嘎查创建成

旗县级以上文明村镇的目标ꎬ 增强了农村牧区

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性ꎮ 二是加强调研督查ꎬ
推动工作落实ꎮ 先后深入锡林郭勒盟、 巴彦淖

尔市、 包头市、 呼和浩特市检查指导 “十个

一” 工作落实情况ꎮ 形成了以 “十个全覆盖”
为依托、 以 “三个美起来” 为目标ꎬ 大力加强

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题报告ꎮ 三是完善

测评体系ꎬ 坚持评选表彰ꎮ 紧紧抓住文明村镇

评选表彰年的契机ꎬ 下发 «关于做好第五届自

治区文明村镇推荐和往届自治区文明村镇复查

工作的通知»ꎬ 并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对自治

区文明村镇测评体系进行了修改完善ꎬ 增加了

法制建设、 “十个一” 落实情况的内容ꎮ 要求

各盟市、 旗县要以修改后的测评体系为依据ꎬ
落实创建标准和创建任务ꎬ 有力推动了各地的

创建工作ꎮ
六、 有效开展家庭文明创建工作
按照中央文明办和全国妇联安排ꎬ 把家庭

文明建设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

载体ꎮ 一是广泛宣传发动ꎬ 开展巡讲活动ꎮ 认

真贯彻落实中宣部、 全国妇联 “最美家庭讲好

家训” 巡演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ꎬ 会同自治区

妇联印发了 «关于联合开展 “好家风 　 好家

训” 万场巡讲活动的通知»ꎬ 并在全区范围内

积极组织巡讲ꎬ 有力推动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家

庭文明建设ꎮ 二是做好推荐上报ꎬ 启动评选表

彰ꎮ 在启动各盟市评选文明家庭的基础上ꎬ 逐

级推荐评选ꎬ 上报了 ７ 户全国文明家庭候选家

庭ꎬ 在中央文明委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表彰大会上ꎬ 这 ７ 户家庭均受到表彰ꎮ 三是抓

好结合融入ꎬ 加强价值观建设ꎮ 一方面结合文

明城市创建ꎬ 在城市家庭深化邻里守望、 互助

圆梦活动ꎬ 通过各类志愿服务进社区ꎬ 让城市

广大家庭积极参加志愿服务ꎬ 享受志愿服务ꎬ
使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观念深入人心ꎮ 另一

方面在农村牧区继续开展 “百佳十星级文明户

和百佳文明农牧民” 评选活动ꎬ 调动广大农牧

民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积极性ꎬ 让广大农

牧民在评选过程中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ꎮ
七、 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积极发挥牵头抓总的职能ꎬ 不断推进志愿

服务制度化建设ꎮ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ꎬ 积极牵

头抓总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 在包头市举办了

内蒙古志愿者联合会成立大会暨全区志愿服务

工作经验交流会ꎮ 内蒙古志愿者联合会的成

立ꎬ 对于做好志愿服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ꎮ 二是开展系列活动ꎬ 弘扬志愿精神ꎮ 大力

弘扬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

神ꎬ 积极推动 “德润草原文明之行———学雷

锋志愿服务在行动” 主题实践活动在基层的细

化实化ꎬ 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以 “守望相助、
奉献爱心” 为主题的自治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集

中示范活动暨呼和浩特市 “志愿青城” 主题活

动月启动仪式ꎮ 三是健全信息系统ꎬ 推动规范

运转ꎮ 印发了 «关于在全区推广使用 “内蒙古

１４９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志愿云”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通知» 和 «操作

手册»ꎬ 在全区广泛推广志愿云注册系统ꎮ 截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内蒙古在 “全国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 注册的志愿者人数已突破百万ꎬ
达到 １０８１９２０ 人ꎬ 注册的志愿团体为 ７７５１ 个ꎬ
发布志愿服务项目 ３２１６ 个ꎬ 总时长 １６４２７８３ ２
小时ꎮ

八、 大力推进行业精神文明建设
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行业单位精神文明建

设ꎮ 一是修订测评体系ꎬ 开展评选表彰ꎮ 修订

完善了文明单位测评体系ꎬ 下发了 «关于做好

第八届自治区文明单位推荐和往届自治区文明

单位复查工作的通知»ꎬ 严格了考核验收标准ꎬ
为提高评选表彰工作质量提供了保证ꎮ 二是坚

持以赛促创ꎬ 强化指导推动ꎮ 以创造优美环

境、 优良秩序、 优质服务环境为目标ꎬ 在全区

窗口行业继续开展了规范化服务竞赛活动ꎬ 印

发了 «关于做好全区窗口行业第三届 “文明

杯” 竞赛活动的通知»ꎬ 对窗口行业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ꎮ

特色活动

包头市文明单位结对扶贫
２０１６ 年ꎬ 包头市组织全市 ３９３ 家市级标兵

以上文明单位挂钩结对 １１１ 个贫困嘎查村ꎬ
“点对点” 定向服务、 “多对一” 精准帮扶ꎮ 围

绕着力推动经济发展、 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乡风文明建设等共建

内容ꎬ 一村一本台账、 一户一套帮扶计划ꎬ 引

导文明单位最大限度地将人才、 资源、 资金、
科技等优势要素向贫困嘎查村、 贫困农牧户集

聚ꎬ 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ꎮ
智力信息共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ꎮ 扎实推

进现代农民教育工程ꎬ 依托基层党校、 农牧区

综合文化活动室、 农民网校、 道德讲堂等阵

地ꎬ 组织专家、 学者、 农技人员宣传普及惠民

政策ꎬ 组织农业实用技术培训ꎮ 全市各文明单

位从挂钩结对村实际出发ꎬ 因势利导ꎬ 深入开

展了 “八个一” 帮扶活动ꎬ 即宣传一系列好政

策、 提供一条致富路、 发展一个新项目、 解决

一部分资金、 教会一门新技术、 引进一个好品

种、 寻找一条好销路、 办实一件惠民事ꎬ 力争

使贫困户勤劳致富尽快脱贫ꎮ 包头师范学院积

极探索融资扶贫ꎬ 通过采取资产抵押、 地方担

保和农户联保等方式ꎬ 春耕春播期间帮助 ７４ 个

农户贷款 １３０ 多万元购买种子、 农药、 化肥ꎮ
同时ꎬ 对不具备扶贫开发条件、 通过土地置

换、 有偿使用、 流转等办法ꎬ 解决 １２０ 余户贫

困户到基地打工ꎮ 包头市第八医院派驻医师对

口支援贫困嘎查村卫生院ꎬ 长期开设 “院前急

救、 人工膝关节置换、 支气管哮喘治疗与预

防” 等学术讲座ꎬ 定期组织各种疑难病例、 危

重病例讨论ꎬ 送医送药、 捐赠医疗设备ꎬ 让优

质医疗服务更好地惠及贫困农村牧区ꎮ 包头师

范学院按照 “一村一策” 的产业扶持办法ꎬ 通

过能人引领、 合作社示范投资 １１２ ５ 万元在 ３
个帮扶村建立了 ８９００ 亩农业灌溉工程ꎬ 受益农

户 ２２０ 户ꎮ 各文明单位积极探索帮扶贫困村、
贫困户发展 “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ꎬ 牵线搭

桥ꎬ 引进项目资金ꎬ 发展果树、 蔬菜、 苗木、
花卉、 优质马铃薯等种养殖业、 深加工ꎬ 建立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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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养鸡场、 帮助结对贫困村 (户) 设立城

市 (社区) 绿色农副产品直销点ꎬ 以共建促自

建ꎬ 以自建促发展ꎮ
村容设施共建村容村貌不断变美ꎮ 以 “反

五风” “治六乱” 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大行

动为抓手ꎬ 发动各文明单位 (行业系统) 发挥

特点和优势ꎬ 按照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的原

则ꎬ 协调帮扶资金ꎬ 整洁村庄、 硬化道路、 加

强电力通信建设、 推进农村改水改厕等五改工

程、 净化庭院、 绿化村庄ꎮ 九原供电分局先后

累计捐助 ２０ 多万元的农用物资ꎬ 为哈林格尔镇

乔圪堵村进行了 ４ 年的帮扶ꎮ 近年来ꎬ 电力扶

贫工程投资 ４５７ ３ 万元用于哈林格尔、 哈业胡

同、 麻池镇、 赛罕、 白音锡勒的电力建设ꎻ 包

头市环境监测站筹措资金 ５０ 余万元推进当地基

础设施建设ꎮ
文明风尚共建农民素质明显提升ꎮ 各文明

单位帮助贫困村规划文明创建规划ꎬ 设计文明

创建活动ꎬ 不断巩固 “乡风文明大行动” 工作

成果ꎬ 抓好家里、 村里、 乡里 “三里” 教育ꎬ
深入开展 “勤俭持家致富圆梦” “邻里守

望互助圆梦”、 村民读书节活动ꎬ 广泛开展

“文明村镇” “星级文明户” “十佳农牧民”
“干净人家” “精巴媳妇” “孝顺儿女” 等创评

活动ꎬ 全覆盖农村赡养榜ꎬ 曝光农村牧区不文

明行为ꎬ 宣传弘扬文明新风ꎬ 打造了一批农村

特色浓郁、 生态环境优美、 配套设施齐全的文

明村镇ꎮ 目前ꎬ ７０％以上的村达到市级以上文

明村创建标准ꎬ 建成全国文明村镇 ７ 个、 自治

区文明村镇 １７ 个、 市级文明村镇 ２２８ 个、 自治

区百佳十星级文明户 ２４ 户、 百佳文明农牧民

３２ 名ꎬ 市级文明户 １０００ 多户ꎮ

鄂尔多斯市用机制选树典型

用真情厚待典型
鄂尔多斯市多措并举开展公民思想道德建

设活动ꎬ 着力推动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身边好

人推荐评议和学习宣传活动常态化ꎮ
广泛发动全市各机关、 企业、 学校、 社

区、 村镇、 工业园区、 经济开发区选树道德典

型ꎮ 开展身边好人推荐评议活动ꎬ 出台了全市

身边好人推选办法ꎬ 按月推树 “中国好人”
“内蒙古好人”ꎬ 按月组织 “鄂尔多斯好人” 评

选和发布活动ꎮ
强化集中性宣传ꎮ 在报纸、 电视、 电台、

鄂尔多斯发布、 文明网等媒体开辟 “道德模范

风采” “身边好人” “崇德向善ꎬ 与好人同行”
“德耀中华” 等专题专栏ꎬ 对道德模范、 身边

好人进行长期宣传ꎮ 精心制作道德模范公益广

告片和道德模范公益广告作品ꎬ 在各类交通运

载工具、 公共场所以及宾馆饭店、 大型商场、
个体门店、 住宅小区运用电子显示屏、 楼宇电

视、 户外广告牌等媒介长期发布ꎮ 同时ꎬ 拍摄

了 ３９ 集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电视宣传片ꎬ 举办

了 ３ 场全市道德模范颁奖晚会、 ６ 场全国、 全

区、 全市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４０ 场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巡演活动和 ６００ 场

“道德讲堂” 活动ꎮ 做好 “微” 字文章ꎮ 以全

市公安战线涌现出的 ４ 名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

改编ꎬ 并由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邱瑞兵

本色出演的微电影 «兄弟ꎬ 好样的!»ꎬ 以 ２０
多年资助 ３０ 多名贫困孩子上学的第四届全区

道德模范刘显亮为原型拍摄的微电影 «好人

刘显亮»ꎬ 以 ２５ 年无私照顾脑瘫继女的第四

届全市道德模范郭永华为原型拍摄的微电影

«善缘» 等ꎬ 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道德典型的凡

人善举ꎮ
制定下发了 «鄂尔多斯市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奖励扶助实施办法»ꎬ 对新评选出的道德

模范每人给予 ５０００ 元至 １ 万元的物质奖励ꎬ 对

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采取多种形式

帮扶ꎮ 邀请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参加全国第十

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

大会、 鄂尔多斯春晚、 政协各族各界座谈会等

大型活动ꎬ 切实给予了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崇

高的社会礼遇ꎬ 让 “好人好报” 落地生根、 开

花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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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以 “四动” 为抓手

提升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乌海市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城乡一体

化发展总体战略ꎬ 结合 “十个全覆盖” 工程ꎬ
全面深化基层精神文明创建ꎬ 广泛开展 “深入

生活、 扎根人民” 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ꎬ 各项工作取得新

的进展ꎬ 有效提升了全市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水平ꎮ
乌海市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意见»ꎬ 将美丽乡村建设列入全市 “十
三五” 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ꎬ 融入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为 “龙头” 的 “六城联创” 工作目标ꎬ 以乡

风文明大行动为活动载体ꎬ 建设富裕、 美丽、
文明、 和谐、 幸福乌海ꎮ

按照 “布局美、 环境美、 产业美、 秩序

美、 生态美、 文化美” 的要求ꎬ 乌海市在全市

范围内组织实施新农村新牧区示范点项目ꎬ 集

中整合农业项目资金ꎬ 由点到面ꎬ 逐步改造、
优化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上旬ꎬ 全市已完成危房改造 ６４３１ 户ꎬ 并为有条

件的村庄通暖、 通燃气ꎬ 安装太阳能热水器ꎬ
为符合条件的农户安装了彩钢顶ꎻ 完成街巷硬

化 ３６５ ８ 公里ꎬ 基本实现了有条件的自然村全

部完成通户硬化和村内环路ꎬ 并在人流密集的

路段安装路灯ꎬ 开通了镇、 村间的免费公交ꎬ
建立了完善的乡村公交网络ꎻ 改造便民连锁超

市 ２２ 所ꎬ 建成商品配送中心 １ 个ꎮ 同时ꎬ 各区

分别组织开展了以 “三清、 三改、 三化” (清
垃圾、 清路障、 清庭院ꎬ 改房、 改厕、 改圈ꎬ
绿化、 美化、 净化) 为主要内容的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活动ꎬ 基本实现了农区院落整齐划一、
院外整洁开阔ꎬ 有效改善了农区人居环境ꎮ

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ꎬ 乌海市市级

以上文明单位与全市 １４ 个行政村签订共建协

议ꎬ 充分利用各级文明单位的资金、 技术、 人

才等优势资源ꎬ 开展文明村镇、 星级文明户、

最美家庭等创建活动和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感动乌海人物等评选活动ꎬ 激发农民群众荣誉

感、 上进心ꎮ 开展弘扬 “好家风　 好家训” 活

动ꎬ 讲好家风故事ꎬ 传播治家格言ꎬ 以良好家

风带动乡风民风ꎮ 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ꎬ 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２４ 字融入在村规民约ꎬ 使农

民群众内心有尺度、 行为有准则ꎮ 开展四德教

育、 乡贤评议、 农区不良风气整治活动ꎬ 充分

发挥村民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作

用ꎬ 促进移风易俗ꎬ 用民间舆论力量引导农民

自我约束、 自我提高ꎮ 大力发展乡贤文化ꎬ 发

挥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新乡

贤作用ꎬ 鼓励新乡贤参与农区建设ꎬ 传承和弘

扬乡村文明ꎮ
结合 “十个全覆盖” 工程ꎬ 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ꎬ 建设各类文化广场 １４９ 个、 “书法五进”
示范基地 (活动室) １１５ 个ꎬ 社区 (村) 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 １１０ 个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 ８ 所ꎬ
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４ 所ꎬ 实现所有

镇 (街道) 文体广场全覆盖ꎮ 积极培养基层文

化活动骨干和带头人ꎬ 提升基层文化人才队伍

整体素质ꎮ 坚持政府搭台、 群众唱戏原则ꎬ 打

造形成了 “天一剧场” 文化惠民大舞台、 社区

文化艺术节、 群星艺术大赛等 ８ 大文化惠民品

牌ꎬ 连续 ６ 年举办各类免费送文化下乡活动ꎬ
受益市民近 ２０ 万人次ꎮ 推进特色文化活动常态

化ꎬ 积极开展独具乌海特色的 “书法五进” 文

化活动ꎬ 全市累计开展各类书法活动 ２４６ 次ꎮ

弘扬 “六德” 文化ꎬ 建设 “德善赤峰”
主题实践活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赤峰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推进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ꎬ 提

出并实施了 “弘扬 ‘六德’ 文化ꎬ 建设 ‘德善

赤峰’ ” 主题实践活动ꎬ 大力倡导 “官德崇

实、 民德崇善、 商德崇信、 职德崇精、 家德崇

和、 学德崇智” 道德文化ꎬ 突出打造赤峰公民

道德建设特色品牌ꎮ
坚持 “德善” 文化建设与党的建设、 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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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相互促进ꎬ 以 “务实、 为民、 尚廉”
为主题ꎬ 在全市 １ ４ 万多名副科级以上党员领

导干部中开展了学以养德、 岗位践德、 典型培

树行动ꎮ 以 “修民德、 正民风” 为主题ꎬ 在城

乡群众中深入开展了读书养德、 道德实践和优

秀传统文化进基层三项主题活动ꎮ 以 “诚信守

法” 为重点ꎬ 营造 “商德” 浓厚氛围ꎮ 把诚信

建设作为商业和企业道德建设的重点ꎬ 深入开

展以德兴业、 诚信守法和诚信评比三项教育活

动ꎮ 以 “敬业奉献” 为宗旨ꎬ 促进 “职德” 实

践养成ꎮ 以 “精业、 敬业、 勤业” 为核心ꎬ 在

全市各行各业干部职工中深入开展品读立德、
敬业实干和先进选树三项活动ꎮ 以 “孝悌和

顺” 为目标ꎬ 厚植 “家德” 丰润土壤ꎮ 以

“孝、 和、 俭” 为主题ꎬ 深入开展弘扬 “孝道”
文化、 打造良好家风、 培树学习模范三项活

动ꎮ 以 “感恩、 科学、 人文、 创新” 为主题ꎬ
在全市 ６００ 余所学校普遍开展经典诵读、 感恩

明理和科技创新三大活动ꎮ
围绕 “六德” 主题ꎬ 编印 «六德国学名言

录» 一书和 «弘扬 ‘六德’ 文化ꎬ 建设 ‘德

善赤峰’ » 宣传折页ꎬ 免费发放ꎮ 组建由国学

讲师、 道德模范组成市级和旗县区两级 “六

德” 文化宣讲团ꎬ 开展基层宣讲活动 １００ 余

场ꎬ 听众达 ３ 万余人ꎮ 建立 “德善赤峰” 微信

公众订阅号客户端ꎬ 包含六德经典名言、 六德

人物故事、 六德经典书目、 六德主题活动、 六

德宣传视频、 六德互动平台 ６ 个栏目ꎬ 多种形

式展现 “六德” 文化ꎮ 在 «赤峰日报» «红山

晚报»、 赤峰广播电视台的重要版面和黄金时

段ꎬ 开设了 «德善赤峰» 专题专栏ꎬ 采取专题

报道、 系列评论、 人物访谈、 事迹短片、 公益

广告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ꎮ 在全市推选出的各

类道德典型中选取素材ꎬ 设计制作 “德耀赤

峰” 公益广告和事迹展板ꎬ 在公共场所和交通

工具上进行展示ꎮ 依托各类道德典型的故事原

型ꎬ 设计编排了微电影、 话剧、 歌曲等文艺作

品ꎮ 微电影 «我要妈妈» «债»、 微型系列剧

«好人就在身边» «六德歌» 等文艺作品的巡演

刊播引起了基层群众热烈反响ꎮ
坚持把实践性作为推动弘扬 “六德” 文

化ꎬ 建设 “德善赤峰” 主题实践活动的第一特

征ꎮ “岗位践德” “责任担当服务圆梦” “亮
身份、 作表率、 勇担当、 有作为” “党员先锋

岗、 党员示范窗口” “十大文明专项行动” “除
陋习树新风” 等一系列具体化的实践活动ꎬ 更

进一步深化了 “六德” 的内涵ꎮ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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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按照中

央文明委和省文明委部署要求ꎬ 紧紧围绕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ꎬ 深入开

展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进一步提高了全省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ꎬ 为辽宁扎实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

的精神动力ꎮ
一、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ꎬ 扎实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１ 道德模范规范化管理成效明显ꎮ 印发

«辽宁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管理暂行办法»ꎬ 对

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管理工作和道德模范个人

行为进行规范ꎮ 组建 “辽宁正能量” 道德模范

微信群ꎬ 以鲜明的主题活动、 多样的宣传形

式、 灵活的组织方式ꎬ 进一步强化模范之间的

联系沟通、 互帮互学ꎬ 共同发挥模范引领作

用ꎬ 形成 “辽宁正能量” 网上网下合力ꎮ 辽宁

省道德模范微信群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组建ꎬ ７０ 余

名道德模范入群ꎬ 共计开展 “迎七一红诗传

颂” “好人微剧” 等 ５ 项主题活动ꎬ 模范参与

互动信息 ８０００ 余条ꎮ 印发 «辽宁好人身边

好人 　 推选活动常态化办法»ꎬ 全年共评选

“辽宁好人身边好人” １５０ 人ꎮ 下发 «关于

组织利用好中国文明网 “身边好人” 线索推荐

展示平台的通知»ꎬ 共收集各市推荐好人线索

１５００ 条ꎬ 推荐好人信息 ３３０ 人次ꎬ 在中国文明

网 “中国好人榜” 上榜 ２２ 人ꎮ
２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

展ꎮ 以 “我的中国梦” 为主题的 ４ 项教育活动

扎实开展ꎬ 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清明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 童谣传唱活

动ꎮ 全省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网上祭英烈签名

寄语ꎬ 各中小学校广泛开展清明祭扫、 宣誓等

实践活动ꎻ 通过由下至上层层推荐ꎬ 全省共推

选出 ３０ 名美德少年ꎬ 并向中央文明办推荐 ３ 名

美德少年ꎬ 在中国文明网进行宣传展示ꎮ 辽宁

省兴城市作家协会作家盖尚铎创作的 «要当大

英雄» 获全国优秀童谣一等奖ꎬ 沈阳市法库县

文化馆馆长赵铁民创作的 «搂着祖国笑一下»
获二等奖ꎬ 沈阳市教师新村幼儿教师创作的

«高铁列车» 获三等奖ꎬ 阜新市纪委宣传部副

部长魏国富创作的 «诚心谣» 获优秀奖ꎮ 沈阳

市文明办推荐歌舞节目 «苗岭飞歌»ꎬ 成功入

围 “全国未成年人网络春晚”ꎬ 并在浙江温州

举办的颁奖晚会进行现场展演ꎬ 充分展现辽宁

省未成年人精神风貌和地方艺术修养与水平ꎮ
３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明显加强ꎮ 印发

«关于在全省青少年中广泛开展 “立德树人百

千万” 活动通知»ꎬ 全省组建大学生理论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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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和大学生励志宣讲团 ２６ 支ꎬ 各市在本地区各

中小学校开展宣讲活动 ５０ 余场次ꎬ 受众 ２ 万余

人次ꎻ 各中小学校以校园广播为主要载体的采

访播报活动实现日日更新、 天天播报ꎬ 累计撰

写和播报稿件超万余篇ꎻ ２０１６ 年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辽宁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３ 所ꎬ
全省 “十二五” 期间已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１１
所ꎮ 不断完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三级辅导网

络ꎬ 举办全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员培训

班ꎬ 部分乡村学校少年宫从事心理健康辅导工

作的辅导员共 １４５ 人参加培训ꎬ 培训采取会议

研讨与专家辅导相结合、 课堂讲授与现场实操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ꎬ 取得较好的效果ꎮ
二、 以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 为重点ꎬ 全面促进社会文明程度和公

民文明素质提升
１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力推进ꎮ 对照国检

标准与各创建城市共同研究创建方法、 路子和

工作措施ꎬ 不断改进工作方法ꎮ 经过全省上下

共同努力ꎬ 辽宁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呈现

新气象ꎮ 沈阳、 大连两个全国文明城市乘势而

上、 创新奋进、 深入人心、 继续领跑ꎻ 鞍山、
营口、 丹东、 辽阳、 盘锦和葫芦岛 ６ 个全国地

级提名城市总体思路清晰、 工作重点突出、 创

建措施有力、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ꎻ 海城、 庄

河、 东港、 开原、 凤城、 兴城 ６ 个全国县级提

名城市不断夯实创建基础、 补齐工作短板、 城

市形象明显提升ꎬ 市民素质显著提高ꎬ 城乡面

貌不断改善ꎮ 全省文明城市城区的创建工作得

到进一步规范ꎬ 不间断加强动态管理和督促

指导ꎮ
２ 文明家庭创建工作开局良好ꎮ 根据中央

有关要求ꎬ ２０１６ 年文明家庭创建工作全面纳入

辽宁省群众性精神文明 “五大创建” 体系ꎬ 辽

宁省文明办在组织申报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过

程中ꎬ 与省妇联紧密沟通ꎬ 与各市文明办加强

联动ꎬ 全省有 ８ 个家庭获得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荣誉称号ꎮ 积极协调辽宁省主流媒体宣传报

道ꎬ 弘扬文明家庭美德ꎬ 社会各界反响热烈ꎮ

３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有效开展ꎮ 贯彻落实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 (教基 〔２０１５〕 ７ 号)
文件精神ꎬ 与省教育厅共同研究制定 «辽宁省

中小学文明学校创建评估标准»ꎮ 开展 «全国

高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 调研活动ꎬ 对测评细

则的内容结构、 指标设置、 测评方式等征求意

见建议ꎬ 对研制操作手册、 分配指标权重等工

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调研讨论ꎮ 在中国未

成年人网组织开展的 “看中国文明校园” ２０１６
年全国文明校园展播及作品评选活动中ꎬ 锦州

市实验学校 «文明校园　 人人有责» 获漫画类

十佳作品奖ꎬ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春色校

园» 获摄影类十佳作品奖ꎬ 营口市文明办获优

秀组织奖ꎮ
三、 以 “抓好农村品牌项目建设” 为

载体ꎬ 着力加强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１ 美丽乡村示范县建设扎实推进ꎮ 坚持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指导全国 “美丽乡村示

范县” 加强示范点建设ꎮ 组织召开全省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ꎬ 对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做出动员部署ꎬ 继鞍山海城市后ꎬ 盘锦

盘山县被评为 “全国美丽乡村示范县”ꎮ 在文

明村镇创建活动中ꎬ 注重以环境整治为重点ꎬ
建设宜居家园ꎬ 凸显人居环境美ꎻ 以民风建设

为重点ꎬ 弘扬核心价值观ꎬ 凸显乡风民风美ꎻ
以品质生活为重点ꎬ 实施惠民工程ꎬ 凸显文化

生活美ꎮ 实施青山、 碧水、 蓝天、 沃土工程ꎬ
慎砍树、 禁挖山、 不填湖、 少拆房ꎬ 打造精品

特色村镇ꎮ 以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

乡愁” 为目标ꎬ 大力发展观光农业、 乡村旅

游、 沟域经济ꎬ 积极发展省级特色旅游乡镇和

旅游专业村ꎮ
２ 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有效落

实ꎮ 组织党员干部带头践行 “婚事新办、 丧事

简办、 其他喜庆事不办” 的文明新风尚ꎬ 组建

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禁毒禁赌会、 红白

理事会等居民自治组织ꎬ 建立完善协调共治机

制ꎮ 广泛开展争当 “好媳妇、 好婆婆、 好夫

７４９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妻、 好妯娌、 好邻居” 活动ꎬ 争创 “星级文明

户” “文明信用户” “文明家庭”ꎬ 在群众身边

立标杆、 树楷模ꎮ 阜新市开展农村 “十大不文

明行为” 征集活动ꎬ 收到较好效果ꎻ 铁岭市铁

岭县李千户镇扎实开展 “反对大操大办ꎬ 提倡

文明新风” 专项整治活动ꎬ 有效遏制了农村巧

立名目乱办滥办酒席不正之风ꎬ 受到百姓普遍

欢迎ꎻ 沈阳市围绕 “幸福沈阳　 共同缔造” 行

动ꎬ 大力培育新乡贤ꎬ 广泛开展 “好人榜” 和

“善行义举榜” 建设活动ꎬ 为建设农村文明新

风尚树立了榜样ꎮ
３ 文明创建助推脱贫攻坚扎实有效ꎮ 省委

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扶贫办三方联合制定下

发 «文明创建助推脱贫攻坚行动方案»ꎬ 在全

省贫困乡村实施文明创建助推脱贫攻坚行动ꎮ
实施 “省领导联系贫困县、 市领导联系贫困乡

镇、 县乡领导联系贫困村、 党员干部联系贫困

户” 等制度ꎬ 向全省 １７９１ 个贫困村全部派驻

了扶贫工作队ꎬ 共派出帮扶干部 ５３７５ 人ꎮ 省内

各地充分整合城乡共建、 道德信贷、 志愿服务

等精神文明资源ꎬ 综合运用产业、 就业、 科

技、 文教捐款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乡村群众增

收致富ꎬ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与脱贫攻

坚有机结合ꎬ 丹东市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中ꎬ ４２ 个贫困村一年全部摘帽ꎮ
４ “讲文明　 树新风” 活动扎实开展ꎮ 会

同辽宁省信用办ꎬ 修改完善省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 “十三五” 规划ꎮ 建立辽宁省 “提升公民旅

游文明素质”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ꎬ 加大 “讲文

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力度ꎮ 会同辽宁省

旅游局ꎬ 对全省旅游安全和文明旅游方面进行

安排部署ꎬ 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力度ꎮ 充分发挥

公益广告平台作用ꎬ 对 ２０１６ 年版公益广告作品

刊播工作进行部署ꎬ 将最终督查评估结果纳入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内容ꎮ 会同省公安厅、 教育

厅、 司法厅、 交通厅等相关部门ꎬ 继续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ꎬ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ꎮ 建立交通安全诚信体系ꎬ 推进文明

单位、 行业组织深入实施开展ꎮ

四、 以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

化” 为牵引ꎬ 切实提升学雷锋志愿服务

质量
１ 志愿服务制度化成效明显ꎮ 召开全省学

雷锋志愿服务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ꎬ 对制度

化建设作出安排ꎮ «辽宁省志愿服务条例 (草
案) » 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一审ꎮ 筹备成立辽宁

省志愿服务联合会ꎬ 经报省委组织部批准ꎬ 确

定了省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人选ꎮ 省文明办牵

头协调ꎬ 省民政厅抓行政管理ꎬ 团省委抓项目

抓活动的 “一体两翼” 工作格局进一步规范ꎮ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ꎬ 各级文明办牵头统筹规

划、 协调指导、 督促检查ꎬ 重大典型的宣传推

广职能进一步凸显ꎬ 民政、 教育、 公安、 环

保、 文化和工青妇人民团体等有关部门各负其

责、 互相支持、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志愿服务工

作机制初步形成ꎮ 会同省民政厅、 团省委等志

愿服务相关部门开展相关调研ꎬ 搭建全省统一

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平台ꎮ
２ 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深化ꎮ 启动全省

“基层志愿服务双百示范点” 创建工作ꎬ 深化

“春暖辽宁”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ꎮ 会同省民政

厅和省妇联联合开展全省读书节进社区活动ꎬ
沈阳市张振杰爱心书站、 大连市 “听ꎬ 城市在

阅读” 等志愿服务公益项目形成品牌带动效

应ꎮ 经各市和全省志愿服务相关部门层层推

荐ꎬ 丹东严哲、 大连祝瑞伍 ２ 个最美志愿者ꎬ
沈阳九大妈、 大连慈善义工分会、 盘锦黑嘴鸥

３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ꎬ 全省跟着郭明义学雷

锋、 平安大连、 铁岭农村互助志愿服务 ３ 个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ꎬ 沈阳市沈河区红巾社区、 大

连市中山兴和社区、 盘锦兴隆台锦祥社区 ３ 个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被中央文明办授予全国首批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称号ꎮ
３ 志愿服务项目化深入人心ꎮ 跟着郭明义

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在全国影响深远ꎮ 沈阳物

业服务企业学雷锋ꎬ 大连 “爱＋” 公益梦想行

动ꎬ 鞍山 “全国志愿之城试点市”ꎬ 抚顺 “文
明抚顺 Ｖ 志愿”ꎬ 本溪帮扶农民工志愿行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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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 “情系鸭绿江　 保护母亲河” 志愿服务行

动ꎬ 锦州文明单位志愿服务队ꎬ 营口社区村屯

志愿服务队ꎬ 阜新 “快闪行动” 志愿服务ꎬ 辽

阳 “精准帮扶奔小康”ꎬ 铁岭 “农村互助志愿

服务”ꎬ 朝阳文明创建志愿服务队ꎬ 盘锦志愿

服务网络联盟ꎬ 葫芦岛 “爱洒滨城 　 情暖人

心” 志愿行动ꎮ 这些志愿服务品牌日渐成熟ꎬ
社会影响广泛ꎬ 形成独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

化品牌ꎮ

特色活动

大连市以 “爱＋” 新型公益模式

汇聚正能量
２０１６ 年ꎬ 大连市创新构建 “道德模范＋文

明单位＋公益主播＋社会力量” 新型公益模式ꎬ
启动了以助学、 助农、 助医、 助老、 助贫、 环

保等为主要内容的 “爱＋” 公益梦想行动ꎬ 进

一步整合城市公益资源ꎬ 汇聚城市文明发展正

能量ꎮ
全市已建成 ３９ 支以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命

名的市级好人模范志愿服务队ꎬ 以及 １００ 余支

文明单位志愿服务队ꎮ 在组织开展的 “爱＋”
公益梦想行动中ꎬ 每个主题项目都有道德模

范、 身边好人或文明单位志愿服务队加入ꎬ 起

到了典型模范精神引路的作用ꎮ 利用黄金时

段ꎬ 在广播媒体开设 “公益声场” 专栏节目ꎬ
秉持 “为公益发声ꎬ 为文明助力” 理念ꎬ 邀请

好人模范、 文明单位走进直播间进行访谈ꎬ 扩

大 “爱＋” 公益梦想行动传播力与影响力ꎮ 通

过大众传播、 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形式ꎬ 努

力放大爱的 “ ＋” 号ꎬ 使得好人模范和文明单

位引领的 “１＋１” 工作模式ꎬ 扩展到社会志愿

者积极参与的 “１＋Ｎ” 模式ꎬ 吸引更多的社会

力量加入ꎮ
在 “文明大连” 双微平台 ６０ 余万粉丝的

基础上ꎬ 探索对于参加 “爱＋” 公益项目的粉

丝建立数据管理系统ꎬ 努力将参与 “爱＋” 公

益活动的数据进行累积与利用ꎬ 并转化为个人

的公益积分记录ꎬ 强化对 “爱＋” 公益项目对

接的数据管理及互动沟通ꎮ 利用全媒体传播媒

介ꎬ 全面推介 １０ 大主题公益项目的载体活动ꎮ
利用新媒体对项目发布仪式实施现场直播ꎬ 近

万名网友在线观看ꎮ 主题活动微博话题的阅读

量在 ２４ 小时内突破 ２００ 万次ꎮ 在 “文明大连”
微信平台开设多个微信互动菜单ꎬ 加强沟通交

流ꎬ 实现了互联网与精神文明创建的深度

融合ꎮ
“爱＋” 公益梦想行动ꎬ 采用 “互联网＋公

益” 的形式ꎬ 努力做好平台搭建ꎬ 集合全社会

的公益资源ꎬ 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作用ꎬ 为公益

活动的开展提供永续动能ꎮ 通过问卷调查、 基

层调研和座谈交流等方式ꎬ 对开展公益活动需

求进行调查ꎮ 在调查的基础上ꎬ 对每个项目进

行综合评判ꎬ 确定服务群体和服务内容ꎬ 创新

设计具有时代感的、 群众最期盼的、 最有针对

性的 １０ 大主题公益项目ꎬ 以 “爱＋” 的形式将

主题项目固定ꎬ 形成公益项目的系列化ꎮ 对项

目实行规范化管理ꎬ 建立项目管理机制与操作

流程ꎬ 提升公益项目运行质量ꎮ 通过网络新媒

体平台ꎬ 完善个人参与 “爱＋” 公益活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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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项目记录ꎬ 增强对市民文明行为的大数

据分析ꎬ 为全市公益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深入

开展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工作支撑ꎮ

辽阳市文明城市创建驶入快车道
辽阳市坚持 “创城促振兴ꎬ 创建惠民生”

理念ꎬ 按照 “机制保障为先ꎬ 治理环境为重ꎬ
营造氛围为主” 思路ꎬ 使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驶

入快车道ꎮ
媒体报道聚焦创城ꎮ 定期召开新闻通气

会ꎬ 研究部署创城宣传工作ꎮ 在辽阳日报、 辽

阳广播电视台设立 «创城新发现———文明成习

惯» «问题聚焦» «电视问政» 等专栏专题ꎬ
及时报道创城工作进度ꎬ 宣传创城过程中的先

进典型和做法ꎬ 及时曝光不文明人和不文明

事ꎬ 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ꎮ
社会宣传烘托创城ꎮ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机关、 进农村、 进社区、 进企业、 进校

园ꎮ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宣传系

列示范点ꎬ 做到 “一条街路一特色、 一个公园

一亮点、 一个广场一幅画、 一个站亭一景观、
一个工地一主题、 一个出入口一形象”ꎬ 全方

位、 多角度、 广覆盖宣传展示创城活动ꎮ
志愿服务助推创城ꎮ 郭明义爱心团队在文

明创建活动中助力脱贫ꎬ 开展 “一帮一、 结百

对、 精准扶贫奔小康” 活动ꎬ １５０ 支爱心团队

与 １５０ 个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ꎬ 捐款 ６５ 万元ꎮ
４ 月初ꎬ 市文明办组织全市郭明义爱心团队成

员开展 “清洁家园情满辽阳” 活动ꎬ 清洁全

市路灯杆、 公交车候车亭、 路边广告牌ꎬ 参加

志愿者近万人ꎮ 为了使志愿服务常态化ꎬ 市文

明委将每星期六定为 “志愿服务奉献日”ꎮ
主题教育深化创城ꎮ 为了动员全体市民参

与创城活动ꎬ 先后开展了 “创城促振兴ꎬ 创建

惠民生” “五德引风尚ꎬ 好人聚力量” 主题教

育活动ꎬ 制定了主题教育活动实施细则ꎬ 建立

“五德” (官德、 师德、 医德、 商德、 艺德) 榜

６０ 处ꎬ 宣传典型 １０２ 名ꎬ 树起辽阳的道德榜

样ꎬ 营造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ꎮ
倡树文明引导创城ꎮ 围绕文明出行、 文明

排队ꎬ 开展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文明排队

体验大雁行动” 等活动ꎬ 选聘道德模范、 辽阳

好人、 优秀义工等 １２０ 名志愿者作为 “文明观

察员”ꎬ 持证上岗ꎬ 在交通路口、 公交站点、
医院等部位定期开展文明交通引导ꎬ 让市民

“文明成习惯ꎬ 排队学大雁”ꎮ

(辽宁省文明办供稿)

０５９



吉林省

吉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吉林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ꎬ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ꎬ 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坚持围

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ꎬ 成效

明显ꎮ
一、 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着力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城乡社会文

明程度
１ 开展 “文明吉林———擦亮城市窗口行

动”ꎮ 为推动吉林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深入开

展ꎬ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ꎬ 开展了以创建文明火

车客运站、 文明汽车客运站、 文明公交站、 文

明公交车、 文明出租车 (简称 “三站两车” )
为主要内容的 “文明吉林———擦亮城市窗口行

动”ꎮ ２ 月ꎬ 省文明办下发了 «关于开展 “文
明吉林———擦亮城市窗口行动” 的通知»ꎬ 并

制定了 « “城市窗口” 文明指数测评细则»ꎮ ６
月 １３ 日ꎬ 在吉林市召开了工作推进会ꎬ 推广了

吉林市经验ꎬ 并对活动进行了再动员、 再部

署ꎮ １０—１１ 月ꎬ 组织考核组对各市 (州)、 长

白山开发区、 扩权强县试点市进行了实地测

评ꎮ １２ 月底ꎬ 下发了各地测评名次的通报ꎮ 从

测评的情况来看ꎬ 各地通过开展 “文明吉林

———擦亮城市窗口行动”ꎬ “城市窗口” 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讲文明新风公益广告刊

播、 便民服务工作、 内外环境整治等ꎬ 得到不

同程度的加强ꎬ “城市窗口” 文明程度有了一

定的提升ꎮ
２ 深化文明城市和单位创建工作ꎮ 深入各

地开展调研ꎬ 指导长春、 吉林、 松原、 梅河

口、 敦化、 珲春、 集安等省内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资格城市对照新版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ꎬ 补齐短板ꎬ 迎接国家测评ꎻ １２ 月ꎬ 组织

对县级提名城市进行了实地测评ꎮ ５ 月ꎬ 省文

明办下发了 «关于对全国文明单位和部分省级

文明单位进行复查的通知»ꎬ 从 ６ 月至 ９ 月ꎬ 组

织考核组对全省 １５０ 个全国文明单位进行了复

查ꎬ 对个别单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指导ꎻ
１０ 月ꎬ 下发了 «关于全国文明单位复查情况的

通报»ꎬ 将复查的基本情况、 存在问题、 对策

建议通报全省ꎬ 对 １１ 个单位通报整改ꎮ
３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工作ꎮ 为进一步改善

吉林省农村环境卫生ꎬ 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ꎬ 省文明办下发了 «关于在全省农村

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的通知»ꎬ 从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８ 月 １５ 日ꎬ 集中利用 ３ 个月时间ꎬ 在

全省农村组织开展了 “清洁家园、 美丽吉林”
活动ꎬ 使农村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ꎬ 活动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ꎮ ４ 月ꎬ 继续组织开展了

“全省农民知识竞赛”ꎬ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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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 工作指示精神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国家法律法规和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为主要内

容制作试卷 ２０ 万份ꎬ 发放到全省各地ꎬ 问卷答

卷率和回收率达到 １００％ꎬ 有效地促进了广大

农民群众文明素质的提高ꎮ ５ 月ꎬ 为落实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部署ꎬ 组织全省

１３１ 个省级以上省直文明单位与各地 ８８ 个贫困

村结成对子ꎬ 开展精神文明共建活动ꎮ １１ 月ꎬ
结合全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ꎬ 以省文明委

名义起草下发了 «吉林省文明村镇创建工作五

年行动计划» 和 «县级文明村镇标准»ꎬ 作为

吉林省今后一个时期文明村镇创建的行动指

南ꎮ ２０１６ 年ꎬ 继续协调省财政利用文化事业建

设费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共扶持全省 １００ 个农村文

化小广场建设项目ꎬ 进一步加强了农村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ꎮ
４ 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

流会ꎮ 为贯彻落实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全国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座谈会和全国 “推动

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ꎬ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在通化县召开全省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ꎮ 会上ꎬ 就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ꎬ 明确了工作目

标ꎬ 提出具体要求ꎬ 进一步推动吉林省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ꎮ １２ 月ꎬ 省委

宣传部、 省文明办联合下发了 «关于在元旦、
春节期间开展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

风” 活动的通知»ꎬ 大力推动了 “两节” 期间

农村移风易俗工作ꎮ
５ 加强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

传ꎮ 对全省 “讲文明　 树新风” 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宣传工作进一步统筹协调ꎬ
营造了良好氛围ꎻ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公益广告

工作推进会议精神ꎬ 及时总结吉林省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情况ꎬ 上报中央文

明办ꎮ
６ 完成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推荐申报工

作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 «关于做好第一届全国文

明家庭推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要求ꎬ 省文

明办下发了 «关于做好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推

荐工作的通知»ꎬ 并协调省妇联确定推荐候选

家庭ꎬ 经省文明委审定ꎬ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上

报了吉林省全国文明家庭候选家庭ꎮ 经中央文

明委评选ꎬ 吉林省夏志国家庭等 ８ 个家庭荣获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ꎮ
７ 启动中国文明网地方联盟网站吉林省分

站建设ꎮ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ꎬ 与中国吉

林网合作ꎬ 共同运维 “中国文明网吉林省站”ꎬ
７ 月底获得中国文明网认证批准正式运营ꎮ 在

“中国文明网吉林省站” 上线的同时ꎬ “文明吉

林风采” 微信和微博也投入运行ꎮ 通过 “两微

一端” 的持续运行ꎬ 打造了吉林省 “互联网＋
精神文明建设” 品牌ꎬ 充分展示了全省各地和

各级精神文明先进集体的创建工作成果ꎬ 收到

了良好效果ꎮ
８ 扎实推进文明旅游工作ꎮ 积极沟通协调

省旅游局、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ꎬ 认真做好

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提升宣传工作ꎬ 协调省

内主要新闻媒体ꎬ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常态化宣

传ꎬ 形成了有规模、 有声势的宣传氛围ꎮ
９ 抓好军 (警) 民共建活动ꎮ 省文明办、

省双拥办联合下发 «关于军地联合开展 “共铸

理想信念、 共育核心价值观” 教育实践活动的

通知»ꎬ 指导开展军 (警) 民共建工作ꎮ
二、 深入开展 “吉林好人” 评选和先

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ꎬ 形成崇德向善、 见

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１ 持续深入开展 “吉林好人” 评选活动ꎮ

３ 月 ２１ 日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联合下发了

«关于 ２０１６ 年深入持续开展 “吉林好人　 引领

风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

题实践活动的通知»ꎬ 继续在全省广泛开展

“吉林好人” 评选活动ꎮ 全年共评选出 “吉林

好人” ４５０ 人ꎬ “吉林好人标兵” ６０ 人ꎬ 并联

合省直有关部门推选 “吉林好人” 之 “最美人

物” ５３ 人ꎬ 每季度举行 “吉林好人” 发布厅

发布活动ꎮ 通过 “吉林好人” 评选向中央文明

网推荐吉林省 “中国好人” 候选人 ３６０ 人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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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２６ 人被评为 “中国好人”ꎮ 为了让好人走

进基层、 走进群众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共

同组织深入开展了 “吉林好人” 走进社区与群

众互动活动和 “吉林好人” 走进校园系列活

动ꎮ 认真抓好 «吉林省关心关爱 “吉林好人”
等模范典型暂行办法» 的落实ꎬ 在元旦、 春节

期间对吉林省内的全国道德模范、 “时代楷模”
及生活困难的 “吉林好人” 进行了走访慰问ꎬ
褒奖先进典型ꎮ 在全省深入开展了 “吉林好

人　 引领风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主题实践活动示范点建设ꎬ 年底共评出

优秀县 (市、 区) １０ 个、 示范点 ６４ 个ꎮ
２ 开展 “第五届吉林省道德模范暨吉林好

人 ２０１５ 年度人物” 评选表彰活动ꎮ １ 月ꎬ 省文

明办下发活动通知ꎬ 组织组委会委员进行评

选ꎬ 从 ２０１５ 年度 “吉林好人标兵” 中评选出

了 “第五届吉林省道德模范暨吉林好人 ２０１５
年度人物” １５ 名ꎬ 金春燮等 １５ 名个人 (集体)
被评选为 “第五届吉林省道德模范暨吉林好人

２０１５ 年度人物”ꎬ 艾红叶等 ４８ 名个人 (集体)
获得提名奖ꎮ １ 月 ２２ 日ꎬ 将候选人名单在中国

吉林网上进行了公示ꎮ ２ 月 １９ 日ꎬ 在吉林电视

台举办了 “第五届吉林省道德模范暨吉林好人

２０１５ 年度人物” 发布活动ꎮ
三、 深化志愿服务活动ꎬ 做大做强吉

林志愿服务品牌
１ 抓好 «吉林省志愿服务条例» 宣传贯

彻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 省文明办、 省志愿服务联合会

在长春市雕塑公园举行了以 “依法志愿、 爱润

吉林ꎬ 吉林志愿者在行动” 为主题的首个 “志
愿服务日” 启动仪式ꎮ 启动仪式上ꎬ 参会领导

向志愿者赠送了新修订的 «吉林省志愿服务条

例»ꎬ 并为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ꎮ 当天ꎬ 全省

其他 ８ 个市 (州)、 长白山开发区及 ６０ 个县

(市、 区) 分别在当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志愿服务日” 活动ꎬ 共有 １０ 万多名志愿者、
近 ４０００ 支志愿服务队伍参加活动ꎮ

２ 举办东北四省 (区) 志愿服务交流研讨

会ꎮ 为了推动吉林省志愿服务工作对外交流ꎬ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１８ 日ꎬ 在珲春市举办了东北四省

(区) 志愿服务交流研讨会ꎮ 此次会议搭建了

东北四省 (区) 志愿服务交流平台ꎬ 是为中国

志愿服务事业的多样化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ꎮ
３ 召开第五届全省志愿服务表彰大会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 在吉林省孤儿学校召开第五届吉林省

志愿服务表彰大会ꎬ 授予郑国阵等 ２０ 名个人为

“吉林省优秀志愿者标兵”ꎬ 长春市朝阳区南湖

街道 “心连心” 志愿服务队联合体等 ２０ 个组

织为 “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标兵”ꎬ 授予

李瑞雪等 １２０４ 名个人为 “吉林省优秀志愿

者”ꎬ 授予 “一路有爱” 车友公益联盟等 ２３６
个组织为 “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ꎮ

４ 加大宣传力度ꎬ 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扶贫

帮困ꎮ 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的中心工作ꎬ 充

分发挥志愿服务资源优势ꎬ 组织全省广大志愿

者开展志愿扶贫ꎬ 利用网络、 报纸、 微信等新

闻媒体加强对精准扶贫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

组织标兵、 优秀志愿者标兵等典型事迹的宣

传ꎮ 以白城市、 通化市、 公主岭市为试点ꎬ 对

社区书记和主任、 基层志愿者骨干进行培训ꎮ
５ 开展 ２０１６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推荐工作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

«关于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的通知» 要求ꎬ 省文

明办采取基层评选、 市级推荐、 省里把关的方

式ꎬ 推荐了 １０ 名 “最美志愿者” 候选人、 １０
个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候选单位、 １０ 个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候选项目和 １０ 个 “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ꎬ 经评选ꎬ 吉林省 ４ 名志愿者、
３ 个志愿服务组织、 ２ 个志愿服务项目、 ３ 个社

区受到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１１ 个部委的

表彰ꎮ
四、 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１ 继续抓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 省文明办在永吉县召开了全省 “十
二五” 时期乡村少年宫建设项目总结表彰大

会ꎬ 并对 “十三五” 时期工作进行了总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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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ꎮ ７ 月 ８ 日ꎬ 永吉县在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上代表吉林省介绍经验ꎮ
同时ꎬ 省文明办出台了全省乡村少年宫管理和

运行制度ꎬ 并建立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准备建设的

乡村学校少年宫名录和数据库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通过

积极争取中央和省财政支持ꎬ 共拨付资金 ３３１５
万元ꎬ 扶持了吉林省 １２０ 所学校ꎮ 为了使乡村

少年宫运行顺畅ꎬ 吉林省分别对所新资助的学

校校长和辅导员在德惠市进行了专项培训ꎮ
２ 开展 ２０１６ 年度 “吉林美德青少年” 评

选表彰活动ꎮ 为继续推进 «关于在全省中小学

实施 “明德知礼工程” 的意见» 的实施ꎬ 省委

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 团省委联合开

展了 ２０１６ 年度 “吉林美德青少年” 评选活动ꎮ
经推荐考核ꎬ 于贺霖等 １２ 人荣获 ２０１６ 年度

“吉林美德青少年标兵” 称号ꎬ 翟翊彤等 ５５６
人荣获 ２０１６ 年度 “吉林美德青少年” 称号ꎮ

同时ꎬ 利用省内主要媒体广泛宣传美德青少年

先进事迹ꎬ 引导广大青少年见贤思齐ꎬ 争做传

承中华美德、 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模范ꎮ
３ 继续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ꎮ 为贯彻落实 «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要求ꎬ 坚持网上与

网下相结合ꎬ 省文明办联合省教育厅、 团省

委、 省妇联、 省关工委等部门利用重要时间节

点ꎬ 组织吉林省广大未成年人积极参加 “清明

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青少年” “童心向

党” 歌咏、 “向国旗敬礼” “学长征精神、 做红

色传人” 等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从生活点滴做起ꎬ 坚定理想

信念ꎬ 继承优良传统ꎬ 树立远大志向ꎬ 自觉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特色活动

吉林省 “清洁家园、 美丽吉林”
村屯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吉林省文明办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８ 月

１５ 日ꎬ 在全省农村开展了以 “清洁家园、 美丽

吉林” 为主题的村屯环境综合整治活动ꎮ 整治

活动以建设 “清洁文明宜居幸福” 家园为工作

目标ꎬ 从治理农村环境 “脏、 乱、 差” 入手ꎬ
以清除垃圾、 整理秸秆、 清运粪堆、 规范院

落、 畅通沟渠、 消灭 “四害” 为工作任务ꎬ 进

一步优化了全省农村人居环境ꎮ
为确保此次整治活动取得实效ꎬ 吉林省文

明办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纳入文明村镇创建活

动中ꎬ 并同开展十星级文明户、 文明家庭等创

建活动结合起来ꎬ 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同

时ꎬ 积极鼓励各级党政机关、 文明单位、 志愿

服务团体通过结对帮扶、 捐资捐助等形式支持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ꎮ 各地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

开辟了专版专栏ꎬ 积极宣传 “清洁家园、 美丽

吉林” 环境综合整治活动ꎬ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

舆论氛围ꎮ
各级文明办科学谋划ꎬ 遵循规律ꎬ 制定实

施细则ꎮ 长春市投入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用于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维护ꎬ 使农村面貌不断改善ꎬ 发展

环境不断优化ꎬ 形成人人参与环境治理ꎬ 共同

保护环境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ꎬ 初步建立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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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 村屯维护、 村民参与三级联动的村

屯卫生保洁长效机制ꎻ 通化市积极抓住建设美

丽乡村的新机遇ꎬ 按照 “生产发展、 生活富

裕、 村容整洁、 乡风文明、 管理民主” 的标

准ꎬ 对农村道路、 河流、 荒地、 厕所、 垃圾堆

放点等进行综合治理ꎬ 做到治理一处、 彻底一

处、 干净一处、 绿化一处、 美化一处ꎻ 吉林市

在农民改水、 改厕、 改厩项目上加大投入ꎬ 成

效较为明显ꎬ 涌现了不少美丽新村ꎻ 延边州大

力开展以清垃圾、 清柴草、 清粪堆、 清院落、
清沟渠、 清死角为主要内容的 “六清” 环境集

中整治行动ꎬ 农村 “脏、 乱、 差” 的形象得到

根本扭转ꎮ
通过此次村屯环境整治活动ꎬ 全省农村环

境得到了明显改善ꎬ 广大村民特别是青壮年农

民的文明卫生意识有了明显提升ꎮ

吉林市创办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教育辅导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 吉林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辅导中心正式挂牌成立ꎮ 该辅导中心

由吉林市文明办主办ꎬ 吉林市教育局、 北华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 吉林市心理学会、 吉林市心

理卫生协会等 ４ 家单位协办ꎮ 总计投资 ４５ 万

元ꎬ 面积 ５００ 平方米ꎬ 内设团体辅导室、 图书

阅览室、 个体咨询室、 音乐放松室、 心理减压

室、 沙盘游戏室、 热线咨询室、 档案资料室等

功能室ꎮ 是吉林省内唯一一家由文明办系统牵

头主办的集研究、 指导、 培训、 服务为一体的

未成年人志愿公益性服务机构ꎮ
辅导中心聘请了 １０ 名国内和省内知名心理

教育专家组成督导团队ꎬ 招募具有三级以上心

理咨询师资格的志愿者 ６５ 名ꎬ 组成专业咨询团

队ꎻ 辅导中心建立健全了 «咨询师值班制度»
«设备管理制度» «专家督导制度» «案例回访

制度» 等相关制度ꎬ 确保中心规范运行ꎮ 辅导

中心通过现场授课、 电话、 网络等形式积极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辅导中心共举办两期志愿咨询师

岗前培训、 三期专业培训、 １２ 场系列专题讲

座ꎬ 特别是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邓公理教授

作了 “赶走抑郁　 点燃内在热情” “点燃孩子

热情的正能量———领导、 创新、 专注、 凝聚”
为主题的精彩讲座ꎬ 使 ２０００ 余名家长和孩子受

益ꎮ 同时ꎬ 辅导中心开设了 “６３０００５２１” 服务

热线ꎬ 提供热线咨询和个体面询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共

接待热线咨询和面询 ９６ 人 (次)ꎬ 其中典型案

例 ２３ 个ꎬ 跟踪咨询 ６ 例ꎬ 有效地帮助未成年人

解除厌学、 青春期等方面的心理困扰ꎮ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２ 月ꎬ 辅导中心在丰满区石井九年制学校

启动了 “心理健康团体辅导训练进校园” 试点

活动ꎮ 通过近 ４ 个月的团辅训练ꎬ 学生的注意

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得到提升ꎬ 学生的团队协作

水平进一步提高ꎮ 辅导中心还开设阳光心语驿

站 ＱＱ 群和微信群ꎬ 辅导中心督导专家沈健教

授围绕 “如何通过催眠帮助中高考学生缓解考

试压力” 为主题进行网络授课 ４４ 期ꎬ 为全市

未成年人及家长提供了方便、 有效的学习交流

平台ꎮ

洮南市发起 “日行一善”
全民公益活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ꎬ 洮南市委宣传部、 洮南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发起了 “日行一善” 全民公

益活动ꎬ 以公益众筹的方式ꎬ 倡议全社会每人

每天捐赠 １ 元钱ꎬ 帮扶全市 １７７ 名重度贫困家

庭学生圆求学梦ꎮ 为激发参与热情、 增加资金

透明度ꎬ 组建了 “益路同行” 微信群ꎬ 并招募

志愿者作为微信群管理员ꎬ 每天负责接收、 统

计捐款、 回复咨询ꎮ 为了扩大社会参与面ꎬ 同

步还启动了每周五、 周六的广场宣传暨募捐活

动ꎻ 成立了爱心捐赠总站和分站接收捐款和捐

物、 派送爱心物资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ꎬ 洮南市委宣传部、 洮南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确定了资助贫困家庭项目助

学标准: 小学生每年 １０００ 元、 初中生每年

２０００ 元、 高中生每年 ５０００ 元、 大学生每年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ꎬ 并协调交通局免去重度贫困

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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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校车费ꎬ 协调教育局免去重度贫困学生的

食宿费ꎮ 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对一结对或

一次性资助重度贫困家庭学生ꎬ 未被结对资助

或资助额度未达到助学标准的ꎬ 由 “日行一

善” 募捐所得兜底资助ꎮ
８ 月 １１ 日ꎬ 洮南市重度贫困家庭学生助学

金发放活动在洮南市道德讲堂举行ꎮ 此次活动

共为 １０９ 名没有 “一对一” 结对资助或未达到

资助额度的重度贫困家庭学生发放助学金ꎬ 共

计 １６ １５ 万元ꎮ 活动当天ꎬ 洮南市还开放了

“爱心超市”ꎬ 为贫困家庭准备了文具、 衣服、
鞋帽及日常用品 １ 万余件ꎬ 贫困家庭可到超市

内凭个人信息免费领取自己需要的物品ꎮ
自活动开展以来ꎬ 从机关公务员到平民百

姓ꎬ 从企业家到拾荒者ꎬ 从域内到域外ꎬ 近

２０００ 名志愿者加入 “日行一善” 公益活动ꎬ 微

信群已达到 ７ 个ꎬ 有两万多名志愿者活跃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ꎬ 累计募集衣物 ３ 万余件、 善款

１９８ ０４ 万元ꎮ 截至目前ꎬ 已有 １００ 多个爱心人

士、 爱心企业和爱心团体结对资助或一次性资

助了 １３７ 名重度贫家庭学生ꎬ “日行一善” 募捐

所得资助了 １１５ 名重度贫家庭学生ꎬ 资助总额已

达 ５７ ２ 万元ꎬ １７７ 名重度贫困学子全部得到了

首次资助ꎬ 一对一结对资助也全部兑现承诺ꎬ 越

来越强大的爱心力量为重度贫困家庭带去希望ꎮ

吉林市丰满区开展 “文明创建ꎬ
红火过年” 主题活动

为切实提高群众节日期间的生活质量ꎬ 积

极营造欢乐、 祥和、 文明、 有序、 勤俭的节日

氛围ꎬ 吉林市丰满区在 ２０１６ 年春节、 元宵节期

间广泛开展 “文明创建ꎬ 红火过年” 主题创建

活动ꎮ

丰满区围绕节日市容市貌、 交通秩序、 背

街小巷、 户外广告、 小区环境、 市场环境等重

点工作ꎬ 开展市容环境巩固提升行动、 交通秩

序巩固提升行动、 农贸市场管理提升行动、 居

民小区管理服务巩固提升行动和农村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ꎬ 强化城乡环境整治ꎬ 确保文明城市

创建标准不降低ꎬ 要求不放松ꎬ 不断提升文明

城市创建水平ꎮ
开展各类慰问帮扶活动ꎮ 为辖区的孤寡老

人、 困难党员、 贫困学生等送去米面油及慰问

金ꎬ 关心他们的实际困难ꎬ 鼓励他们树立信

心ꎬ 克服当前困难ꎬ 早日走出生活困境ꎻ 发动

群众开展慰问辖区官兵活动ꎮ 丰满街道江东社

区组织社区工作者、 居民代表到辖区消防中队

与消防官兵一起包饺子ꎬ 共庆新春佳节ꎮ
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ꎮ 丰满区内

的江滨社区举办新春茶话会ꎬ 幸福里社区召开

新春联欢暨表彰大会ꎬ 社区居民济济一堂ꎬ 自

编自演ꎬ 庆祝农历新年的到来ꎻ 组织十余名书

法家志愿者开展 “文明盈门ꎬ 福送万家” 送福

送春联下乡 (进社区) 活动ꎬ 为基层群众送上

特别的节日礼物ꎻ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ꎬ 引导未

成年人认知传统文化、 尊重传统文化、 弘扬传

统文化ꎬ 培养未成年人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精

神ꎬ 提高未成年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ꎮ
通过开展各项文明创建活动ꎬ 充分挖掘传

统节日的文化内涵ꎬ 突出人文关怀ꎬ 引导城乡

广大群众更新观念ꎬ 破除陈规陋习ꎬ 营造喜庆

欢乐、 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ꎬ 充分展示吉林市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ꎮ

(吉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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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导向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ꎬ 以创建文明城乡为统领ꎬ 深入贯

彻 «文明城市创建三年行动计划» «美丽乡村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ꎬ 全力推进城市文明达标、
乡村文明提升、 单位文明优化三大行动ꎬ 着力

打造以市 (地) 级城市为重点的都市文明圈和

六条文明带ꎬ 各项工作成效明显ꎮ
一、 核心价值观引领愈加有力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根本任务ꎬ 通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 公益广告宣传、 先进典型引领、 主

题活动助推等途径ꎬ 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力度

不断加大ꎬ 效果不断提升ꎮ 在全省城乡普遍开

展 “引领风尚铸魂龙江” 核心价值观 “六

进” 活动ꎬ 加大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宣传力度ꎬ 协调媒体刊播公益广告 ２０ 余万次ꎬ
在车站、 广场、 公园等公共场所设立宣传牌 ４０
余万块ꎮ 会同省委组织部、 省民政厅、 省文化

厅、 省妇联、 省诚信办等部门联合人民网黑龙

江频道等七网开展 “讲好核心价值观故事” 系

列活动ꎬ 推出 “时代好乡贤故事” “好家庭故

事” “好人故事” “诚信企业故事” 等 ６ 个系列

近 ６０ 个好故事ꎬ ５０ 多家网站转载ꎬ ９００ 多万网

民点击浏览ꎮ 广泛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通

过博客、 微博、 ＱＱ、 发帖和评论等方式ꎬ 发布

好人故事 ２１０ 万人次ꎮ
二、 公民道德建设向上向好
深入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

动ꎬ 推出 ３６０ 位 “龙江好人”ꎬ 其中 ２８ 位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协同中央文明办举办中国好人

榜 ８ 月入选名单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ꎬ 承办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ꎬ 深入牡丹江、 森工总

局等地演出 ５ 场ꎬ １ 万多人现场观看ꎮ 以省文

明委文件印发 «黑龙江省道德模范礼遇帮扶实

施办法»ꎬ 帮助 １０９ 名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ꎮ
深入开展 “德礼满龙江” 文明礼仪普及和文明

习惯养成活动ꎬ 带动了 “德礼满冰城” “德礼

满鹤城” “德润佳木斯” “德润鸡西” “德耀双

鸭山” “德润兴安美在大岭” 等活动的全面

开展ꎬ 全省共开展各类礼仪知识讲座 ５００ 多场

次ꎬ 受众达 １０ 多万人ꎬ 有力推进了市民素质的

整体提升ꎮ
三、 文明城市创建形成格局
认真贯彻 «文明城市创建三年行动计划»ꎬ

加大六条文明示范带上的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

资格城市、 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力度ꎬ 辐射

带动各城市腹地县 (市)、 乡 (镇) 创建工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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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梯次推进、 全面展开的良好工作格局ꎮ 健

全完善考评机制ꎬ 以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 为依据ꎬ 修订 «黑龙江省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ꎬ 促进各级文明城市以评促创ꎬ 提升创建

水平ꎮ 组织对尚志市、 海林市、 肇东市、 安达

市、 宝清县等 ５ 个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进行测评ꎬ 采取网上材料审查、 省直有关部

门和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联合实地考察等形

式ꎬ 进行打分排名ꎬ 激发创建热情ꎮ 大庆市

顺利通过中央文明办考核测评ꎬ 恢复了全国

文明城市荣誉ꎮ 省文明委、 省文明办先后印

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文明单位和文明窗口创

建的方案» «关于开展 “百千万” 与农村贫困

地区结对帮扶活动的方案»ꎬ ５９０ 多家省级以

上文明单位投入资金 ９２００ 多万元ꎬ 解决问题

２０ 余万件ꎮ
四、 农村文明建设取得突破
承办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

会ꎮ 省文明委领导在会上介绍了黑龙江省 “紧
紧围绕 ‘三个美起来’ 目标ꎬ 着力提升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水平” 的工作经验ꎬ 实地参观了方

正县、 宾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ꎮ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

等媒体陆续报道ꎬ 展示了黑龙江农村良好形

象ꎮ 遵循 “强头” “壮腰” “夯基” 的基本思

路ꎬ 健全县 (市)、 乡 (镇) 和村 (屯) 三

级创建网络ꎮ 深入推进 “一圈六带” 建设ꎬ
坚持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ꎬ 抓好典型示范ꎬ
用先进典型引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ꎮ 积极开

展 “十星级文明户” 创建活动ꎬ 对评选上的

家庭ꎬ 在贷款、 保险和帮扶等方面给予政策

倾斜ꎬ 全省共评选各级 “十星级文明户”
６３００ 余户ꎮ 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工作ꎬ 运用农

村基层各类宣传载体和文化阵地ꎬ 组织编写

村规村训、 传唱村歌村风ꎬ 通过乡规民约向

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ꎮ 组织省直媒体开展

“美丽乡村” 集中宣传活动ꎬ 协同省广播电视

台等部门开展 “龙江最美乡村行” 主题宣传

活动ꎬ 共刊发稿件 ２４０ 余篇ꎮ

五、 家庭文明建设逐步强化
加强组织领导ꎬ 开展评选表彰ꎬ 抓好典型

试点ꎬ 家庭文明建设不断深化ꎮ 认真贯彻中央

文明委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ꎬ 省

文明委印发 «文明家庭创建工作方案»ꎬ 从加

强家庭道德、 文化、 环境、 教育、 制度建设五

方面入手ꎬ 推进全省家庭文明建设工作ꎬ 并在

佳木斯市开展文明家庭创建工作试点ꎬ 全省共

８ 个家庭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ꎮ 广泛开

展 “传立家风家训凝聚道德力量” 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ꎬ 组织写家风、 晒家训ꎬ 引导广大群

众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ꎮ 征集优秀

家书、 家训和家风小故事 １ 万余条ꎬ 发送主题

家书 １５００ 余封ꎮ
六、 志愿服务工作稳中有进
健全完善志愿服务支持系统ꎬ 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 组织、 活动、 回馈落地行动ꎬ 不断提

高志愿服务工作的整体水平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全省注册志愿者总数达 ３０５ 万人ꎬ 志愿服

务注册率达 ２８ ４９％ꎻ 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率达

４７ ６１％ꎮ 出台了 «关于加强社区和专项志愿服

务组织建设的意见»ꎬ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

达 ２ ６ 万个ꎬ 专项志愿服务组织达 １０ 余万个ꎮ
广泛开展 “邻里守望暖心龙江” “十队进社

区” 志愿服务活动ꎮ 全省 ６９４ 个优秀志愿服务

团队和 ３６ ３６ 万名优秀志愿者荣获年度嘉许ꎮ
伊春林海彩虹志愿服务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国优

秀基层党组织ꎮ “以信息化助推志愿服务制度

化” 的经验在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培训班

上推广ꎮ 组织部分专家学者深入各市、 县

(区) 的单位、 社区和志愿服务团队ꎬ 专题调

研全省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和制度化建设ꎬ 形成

了 «黑龙江省公民文明素质状况调查» «志愿

服务制度化建设的调查» 等调研报告ꎮ
七、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效果提升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ꎬ 广泛开展清明 “网上

祭英烈”、 六一 “美德少年寄语”、 七一 “童心

向党”、 十一 “向国旗敬礼” 等 “我的中国

梦” 教育实践活动ꎬ 全省 １５２ 万名中小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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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网上祭英烈” 签名寄语活动ꎬ ２１０ 万中小

学生参与 “向国旗敬礼” 活动ꎮ 组织开展明德

守礼 “六个一” 活动ꎬ 编辑出版 «少年明德守

礼系列故事丛书»ꎬ 分为热爱祖国、 孝敬父母、
尊师感恩、 友爱互助、 诚实守信、 勤俭节约等

古今故事 １００ 例ꎬ 免费发放部分中小学校ꎮ 争

取国家和省财政共同投入资金ꎬ 新建乡村学校

少年宫 １４０ 所ꎬ 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数量达到

５８７ 所ꎬ 占全省乡镇学校的 ６５％ꎮ

特色活动

开展 “讲好核心价值观系列故事” 活动
２０１６ 年 ６—１２ 月ꎬ 黑龙江省文明办联合省

委组织部、 省文化厅、 省民政厅、 省诚信办、
省妇联等 ５ 部门组织开展了 “讲好核心价值观

系列故事” 活动ꎬ 印发 «开展 “讲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系列故事” 活动方案»ꎬ 通过讲述

群众爱听爱看的 “好故事”ꎬ 引导人们自觉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拓展宣传媒介ꎬ 网上网下有机融合ꎮ 在全

省城乡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村屯、
进社区、 进学校、 进企业、 进机关、 进家庭

“六进” 活动ꎬ 组织各地积极参与讲好 “好家

庭故事、 身边好人故事、 时代好乡贤故事、 诚

信企业故事、 文艺名家故事、 宣传部部长讲故

事” 等活动ꎮ 在网络媒体上开辟专版专栏ꎬ 每

周推送一个 “好故事”ꎬ 开设网友留言、 群众

互动板块ꎬ 引导网民阅读、 分享、 理解 “好故

事”ꎮ 编辑出版 «龙江好故事» 图书ꎬ 同步发

行同名电子书ꎬ 全景展现 ３３ 个 “好故事”ꎬ 有

力传播龙江好故事、 传扬龙江好声音ꎮ
建立典型储备库、 活动内容不断丰富ꎮ 省

文明办派专人带队组织集中采访ꎬ 先后选派记

者 ４５ 人次ꎬ 赴哈尔滨市、 大庆市、 齐齐哈尔

市、 伊春市、 牡丹江市、 省农垦总局等地集中

采访ꎬ 深入挖掘人物的闪光点ꎬ 多角度多层面

呈现 “好故事”ꎮ 各地积极组织 “好故事” 征

集活动ꎬ 通过层层申报、 市地把关、 行业部门

审核ꎬ 共收到 １１３ 个 “诚信企业”、 ２１０ 位 “时
代乡贤”、 ２３ 位 “龙江文艺名家”、 ３６０ 位 “身
边好人”、 １１０ 个 “好家庭”、 ５ 篇宣传部部长

讲故事文章ꎬ 为各媒体提供大量有效素材ꎮ
发动多家网站ꎬ 媒体联合优势突出ꎮ 省文

明办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ꎬ 确定采访对象ꎬ 明

确人民网黑龙江频道、 新华网黑龙江频道、 新

浪网黑龙江频道、 黑龙江文明网、 东北网、 黑

龙江新闻网、 黑龙江晨报新媒体中心等 ７ 家网

站为主要参与媒体的宣传阵容ꎬ 建立了各媒体

主承办一个 “好故事” 专题ꎬ 其他 ６ 家网络媒

体统一 Ｌｏｇｏ、 统一采访、 统一制作、 统一发

稿ꎬ 黑龙江晨报新媒体中心客户端同步转发的

运行模式ꎬ 先后采写、 编辑、 发布新闻通稿

１２０ 余篇ꎬ ９００ 多万网友浏览评论ꎮ

佳木斯市组织 “家风家训传立行动”
佳木斯市把传立家风家训作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有效抓手ꎬ 大力弘扬

家庭美德ꎬ 弘扬崇德向善的道德风尚ꎮ
“寻” 家风家训ꎬ 唤醒崇德向善意识ꎮ 通

过蹲点调研访谈、 问卷调查、 长辈口述、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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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议、 撰写家风故事等形式ꎬ 对抗日将领夏云

阶、 东北抗联名将王效明、 老知青老专家及各

个时期劳模先进的家规家训进行挖掘整理ꎮ 组

织新闻媒体和市属网站、 微信平台ꎬ 从 “孝

道、 诚信、 俭朴、 立志” ４ 个方面ꎬ 面向城乡

家庭征集家风家训ꎬ 共征集稿件 ９００ 余篇ꎮ 对

征集到的好家规好家训进行分类整理ꎬ 邀请专

家学者进行评选、 修改ꎬ 以 “励志图强、 孝老

爱亲、 感恩奉献、 勤奋俭朴、 诚信友善” 为主

题ꎬ 评选优秀稿件 １００ 篇ꎬ 编辑出版 « “传立

家风家训凝聚道德力量” 宣传教育读本»ꎮ
“传” 家风家训ꎬ 营造崇德向善氛围ꎮ 利

用广播电视、 报刊等媒体ꎬ 集中宣传展示优秀

家规家训ꎬ 共刊发稿件 ３００ 多篇ꎬ 播发访谈节

目 ５ 期ꎮ 利用佳木斯公众信息网、 文明网和政

务微信平台ꎬ 广泛宣传家风故事ꎬ 营造浓厚氛

围ꎮ 在城市ꎬ 利用道德讲堂、 社区学校、 社区

书屋和户外 ＬＥＤ 屏等ꎬ 集中播放家风故事微电

影ꎻ 在农村ꎬ 依托乡村文化活动中心、 农家书

屋ꎬ 利用文化墙、 宣传板、 善行义举榜等ꎬ 张

贴好家风好家训作品、 宣传画、 公益广告ꎮ 组

织城乡文艺骨干ꎬ 以好家风故事为原型ꎬ 创作

编排道德小戏 «钱是假的ꎬ 爱是真的»、 表演

唱 «家风助我成长»、 快板 «孝道» 等 １２ 个节

目ꎬ 面向基层演出ꎬ 全市已开展各类文艺活动

近 ５００ 余场ꎬ 受众 ６ 万余人ꎮ
“践” 家风家训ꎬ 培育崇德向善风尚ꎮ 组

织开展寻访身边的感动、 道德模范评选、 “新
乡贤” 评选ꎬ 好婆婆、 好儿媳评选等活动ꎬ 推

出全国道德模范赵永录、 张丽莉、 盛春德ꎬ
“全国最美家庭” 陈淑梅ꎬ “爱心妈妈” 刘海荣

等一大批先进典型ꎬ 组织巡回报告会ꎬ 用优秀

家风故事引导激励人们传承好家风好家训ꎮ 广

泛开展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文明家庭等文明

创建活动ꎬ 引导人们自觉践行好家风好家训ꎮ
以 “传立家风家训凝聚道德力量” 为主题ꎬ
围绕扶贫济困、 便民利民、 环境保护等方面ꎬ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让践行好家风好家训

成为时代风尚ꎮ

大兴安岭地区推进志愿服务精准扶贫
大兴安岭地区紧紧围绕群众需求强烈、 部

门服务难以解决、 扶贫工作难以覆盖的重点环

节ꎬ 通过掌握服务关切、 建设服务组织、 发布

服务信息、 满足服务需求ꎬ 逐步形成了从 “民
有所盼” 到 “我有所应” 的完整对接链条ꎬ 使

志愿服务成为推动林区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ꎮ
掌握关切、 精准识别ꎬ 破解帮扶工作 “打

偏跑漏”ꎮ 以社区和村委会为重点ꎬ 依托社区、
志愿服务工作站和居委会主任、 网格长等基层

组织和工作人员ꎬ 采取组织专人入户走访、 网

络调查、 问卷调查、 便民联系卡、 热线电话等

多种形式ꎬ 定期了解、 采集居民群众对志愿服

务的关切与需求ꎬ 进行分类汇总ꎬ 初步实现了

“群众有关切ꎬ 我们有关注”ꎮ 依托黑龙江省志

愿服务管理平台ꎬ 发挥专项志愿服务组织和社

区、 学校、 乡镇等基层志愿服务组织的作用ꎬ
对注册志愿者提供的服务情况进行认真梳理ꎬ
归纳出医疗卫生、 助残助困、 金融服务、 爱心

捐赠等 １５ 大类、 ４０ 余小类志愿服务供给项目ꎬ
掌握了志愿服务常态化的 “主动权”ꎮ 在全区

所有社区推行志愿服务项目库建设ꎬ 帮扶对象

和志愿者可以采取网上对接、 入户对接、 需求

户上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对接等多种形式进行

有效对接ꎬ 解决了 “服务愿望” 和 “帮扶需

求” 的供需平衡ꎮ
强化组织、 精准管理ꎬ 破解帮扶工作 “力

量薄弱”ꎮ 依托社区、 村委会、 学校、 乡镇林

场等组建志愿服务工作站 ４０７ 个ꎬ 全年累计开

展活动 ２０５９ 次ꎬ ２１ 万人次社区志愿者参与活

动ꎬ 活动动员率达到 ７０％ꎮ 全区共注册社区志

愿者 ９ ２ 万人ꎬ 占建成区比例达到 ２３ ８４％ꎮ 发

挥全区志愿服务活动协调小组和地区志愿者协

会的统筹指导作用ꎬ 整合行业、 部门、 条块等

资源优势ꎬ 组建成立了党员、 职工、 青年、 巾

帼、 卫生等 ２４ 类、 ２９３９ 个专项志愿服务分队、
２３ 万人次的地区专项志愿服务组织ꎮ 编印了

«大兴安岭地区志愿服务工作规范»ꎬ 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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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千万” 志愿服务培训宣讲团ꎬ 共注册志

愿服务宣讲团人员 ３８１ 人ꎬ 参与培训志愿者

１ ３ 万余人次ꎬ 集中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６２５ 场

次ꎬ 确保对接贫困家庭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术

和一项增收致富门路ꎮ
满足需求ꎬ 精准服务ꎬ 破解帮扶工作 “渠

道单一”ꎮ 引入 “互联网＋” 模式ꎬ 全力构建社

区网络平台、 “微” 平台、 基层工作平台ꎬ 仅 ５
月份就利用社区网络平台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８６１ 次ꎬ 服务时间达 １ ２ 万小时ꎬ 为 ５５０ 多名

孤寡老人、 留守儿童提供周到便捷的服务ꎮ 在

黑龙江省志愿服务支持系统发布 “我愿提供志

愿服务” 信息 ５７７７ 条ꎬ 对接成功率 ９７ ４１％ꎮ
通过开展 “百个部门、 千名志愿者、 做万件好

事实事”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ꎬ 地直机关党员志

愿者参加志愿服务 １ ２ 万余人次ꎬ 提供服务时

间 ７０００ 余小时ꎬ 帮扶困难群众 １８８１ 人ꎬ 资助

贫困学生 ４１７ 人ꎬ 为贫困群众捐款 ３０ ８ 万元ꎮ
把政府产业帮扶难以覆盖的领域融入志愿服务

精准扶贫理念ꎬ 帮助创业贫困户在淘宝大兴安

岭馆正式上线ꎬ 实现年销售额 ５００ 余万元ꎮ 利

用全区 １８２ 个全民创业示范基地ꎬ 扶持贫困职

工 ７６４０ 人ꎬ 成立各类林下经济合作社、 联合体

３３７ 个ꎻ 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５９８ 个ꎬ 扶持农

民贫困户 ５７８１ 人ꎬ 有力地推动了志愿服务精准

扶贫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ꎮ

(黑龙江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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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年ꎬ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问题

导向、 补齐短板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线ꎬ 努力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

素质ꎬ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ꎮ
一、 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ꎬ 弘扬良好社会风尚
深入开展 “我推荐ꎬ 我评议身边好人” 推

荐活动ꎬ 举办 “道德的力量　 模范的精神” 第

五届全国道德模范人物主题展、 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 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ꎮ
深化 “中国梦申城行” “中国梦申城美”
系列宣传活动ꎬ 强化公益广告传播ꎬ 不断拓展

社会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开展 “我们的节

日” “好家风　 好家训” 等主题活动ꎬ 大力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上海优秀本土文

化ꎮ 制定下发 «关于开展市民修身行动提升市

民文明素养的实施意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全面启动市民修身行动ꎬ 大力推进教育培训与

实践养成同向同行ꎮ 深化网络精神文明建设ꎬ
启动上海市网络精神文明建设调研ꎬ 组织开展

“网络文明能量大放送联合行动”ꎬ 加大网上正

面宣传力度ꎬ 积极弘扬网络正能量ꎮ
二、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修订形成 ２０１６ 年版 «上海市创建管理规

定与测评体系»ꎬ 命名虹口区、 宝山区、 松江

区、 青浦区等 ４ 个区为新一轮上海市文明城区ꎮ
评选表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上海市文明社区 １０７
个、 文明镇 ９６ 个ꎮ 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和 “三
个注重” 工作ꎬ 武霞敏家庭、 易解放家庭等 ８
户上海家庭入选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ꎮ 结合上

海市委、 市政府关于补好城市管理短板的总体

要求ꎬ 持续推进 “除陋习、 有素养、 行文明”
宣传整治活动ꎬ 明确将突出不文明行为的专项

治理工作纳入测评范围ꎮ 制定 «上海市文明交

通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ꎬ 开展文明交

通专项行动ꎬ 全年建成交通文明市级示范路口

１６０ 个ꎬ 示范线路 １６ 条、 示范商圈 １６ 个ꎮ 深

化文明旅游工作ꎬ 开展 “三个一” 文明旅游移

动端平台宣传推广活动ꎬ 研发 “海外安全文明

行” ＡＰＰ 手机应用软件ꎬ 把文明旅游要求纳入

上海市中小学生文明行为规范中ꎮ 加强诚信上

海建设ꎬ 组织上海企业诚信建设宣传教育巡展、
“百年诚信———中华老字号品牌故事展” 等活

动ꎬ 深入开展上海市社会信用立法主题宣传ꎮ
三、 大力完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ꎬ 推

进制度化建设
推进并圆满完成 “完善 １００ 家社区志愿服

务中心民生服务功能” 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ꎬ
着力将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打造成为以服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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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宗旨ꎬ 集系统性、 集成性、 交互性为一体的

志愿服务终端平台ꎮ 组织参评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 “四个 １００” 评选活动ꎬ 上海共入围先进

个人和单位 １８ 个ꎮ 揭牌成立全国首家雷锋学

院ꎬ 举办学雷锋高级研修班ꎬ 编写 «志愿服务

基础教材» «志愿服务管理基础教材»ꎬ 推出在

线培训功能ꎮ 大力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

步的志愿精神ꎬ 组织开展 “为好人点赞———首

届上海志愿服务网络文化节” “穿越上海———
快乐志愿” “修身养成好习惯ꎬ 垃圾包好不乱

丢” 等活动ꎬ 举办以 “志愿服务与社会共享”
为主题的 ２０１６ 年上海志愿服务论坛ꎬ 成立

“上海交通志愿者出租分队”ꎮ 开展 «上海市志

愿服务条例» 执法监督检查ꎬ 发挥上海志愿服

务公益基金和 “关爱好心人” 专项基金的资助

作用ꎬ 为志愿服务组织和项目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保障ꎮ
四、 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营造健康成长环境
聚焦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主题ꎬ

举办 “少年中国梦” 励志讲堂ꎮ 开展 “童声唱

童谣ꎬ 共筑中国梦” 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优秀童谣传

唱、 “美德童行” ２０１６ 年上海青少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 “向陋习说不ꎬ 为

文明点赞” 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少儿新闻大赛等主题

活动ꎬ 实现教育引导与做好服务相结合ꎬ 满足

需求与提高素养相结合ꎮ 评选表彰 “十佳” 道

德实践风尚人物奖 (美德少年) 和 “百优” 道

德实践风尚人物奖 (美德少年)ꎬ 推荐彭宇博

等三名美德少年参加全国百名美德少年事迹

展ꎮ 成立上海市首个区级学校少年宫联盟———
金山区学校少年宫联盟 (工作协会)ꎬ 开展上

海市学校少年宫内涵建设评价性指标课题调

研ꎬ 组织 “才艺成就梦想ꎬ 修身促我成长”
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学校少年宫优秀项目系列展示活

动ꎮ 打造互联网未成年人频道 “东方少年网”ꎬ
开辟未成年人优质网络阵地ꎮ

特色活动

上海市文明交通创建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深化交通文明建设ꎬ 提升上海城

市交通管理水平ꎬ 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制定 «上海市

文明交通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ꎬ
启动新一轮文明交通创建行动ꎬ 广泛开展文明

交通宣传教育ꎬ 加大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ꎬ
全年全市共创建 １６０ 个文明示范路口、 １６ 条文

明示范线路、 １６ 个文明示范商圈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ꎬ 经上海市文明委同意ꎬ

设立上海市交通文明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ꎬ
市文明办、 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 市交通委、
市征信办、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市教育卫

生工作党委 (市教委)、 市司法局、 市安监局、
团市委、 申通地铁、 久事公司、 新民晚报社、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东方网等为成员单位ꎮ ４ 月

１２ 日ꎬ 上海市交通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ꎬ 上

海市文明交通三年行动正式启动ꎮ
在 ２０１６ 年交通文明创建专项行动中ꎬ 上海

将交通文明建设与新一轮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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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紧密结合ꎬ 将文明交通建设纳入文明城

区、 城市文明进步指数、 文明社区和文明单位

的测评ꎬ 重点突出文明单位参与交通文明示范

路口、 交通文明示范线路和交通文明示范商圈

创建ꎬ 强化地铁、 公交、 出租、 路政等交通行

业文明创建ꎮ 年内组织 ３ 次上海市交通文明综

合指数测评ꎬ 从行人、 非机动车守法率、 执法

管理、 志愿者参与、 交通设施完善、 宣传氛

围、 知晓度等指数方面ꎬ 掌握市民交通守法率

和道路交通管理状况ꎬ 通过新民晚报、 上海观

察等媒体发布测评报告ꎬ 为全市交通建设补短

板工作提供了有益示范ꎮ 持续开展 “行车不抛

物” 专项整治行动ꎬ 加大对地铁逃票、 不排队

乘车、 地铁车厢饮食等突出不文明交通行为的

整治执法力度ꎬ 严格执法管理ꎮ 向全社会发出

号召ꎬ 鼓励有条件、 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

会组织 (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文明

交通创建项目和活动方案的设计与实施ꎬ 最大

限度地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文明交通创建工作ꎮ
扩大和优化路口、 地铁、 公交、 行车记录仪随

手拍等各支文明交通志愿者队伍ꎬ 通过加强组

织培训管理ꎬ 提升志愿服务到岗率ꎬ 规范和提

高志愿者在服务现场的宣传、 劝导能力ꎬ 树立

良好形象ꎮ 开展形式多样、 群众广泛参与的宣

传活动ꎬ 组织 “文明交通好市民” 评选宣传活

动ꎬ 充分调动全体市民参与城市交通文明建设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 围绕常态化交通整治工

作ꎬ 发掘和弘扬蕴藏在市民群众中的正能量ꎬ
形成了 “文明交通ꎬ 你我有责” 的良好社会

氛围ꎮ

上海市民修身行动全面启动
上海市在 ２０１６ 年全面启动市民修身行动ꎬ

以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为目标ꎬ
以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为根本ꎬ 通过教育培

训和主题实践两条路径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上海市文明委下发 «关于开

展市民修身行动　 提升市民文明素养的实施意

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明确深化理想信念教

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六进” 工程、 开展市

民修身大培训、 推进全民阅读活动、 推进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等 １５ 项重点任务ꎬ 具体细化分

解到各单位各部门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上海市文明

办、 市教委、 市文广局、 市总工会、 团市委和

市妇联联合下发 «关于推进 “市民修身行动”
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施办法»ꎬ 将市民修身行动

纳入全市学习型社会建设ꎮ
作为市民修身行动的宣传动员阶段ꎬ ２０１６

年上海着力推动社会宣传、 教育培训先行ꎬ 倡

导市民 “读好书、 除陋习、 做公益、 守信用”ꎬ
积极参加 “五个一” 实践活动ꎬ 即参观一个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体验一场群众文化活动、 参

加一期主题培训、 阅读一批经典书目、 投入一

次行为实践ꎮ 根据不同群体需求ꎬ 重点依托全

市大中小学校、 职业学校和社区教育网络ꎬ 发

挥社区学校、 学校少年宫、 道德讲堂等各类实

体教育阵地作用ꎬ 广泛开展 “市民修身” 主题

教育培训ꎻ 围绕 “市民修身与城市发展” 主

题ꎬ 举办首届 “城市文明发展论坛”ꎻ 结合网

络精神文明建设ꎬ 树立 “互联网＋修身” 思维ꎬ
推动上海文明网等新媒体平台开设市民修身专

区、 专题或专栏ꎬ 组建市民修身教育培训网站

联盟ꎬ 形成网络集聚传播效应ꎻ 结合家庭文明

建设ꎬ 组织 “传家风、 扬美德、 作表率” 海上

家风主题展、 礼乐文明与家庭建设学术研讨

会、 好家风好家训专题系列讲座等活动ꎬ 引领

全市家庭树立家教良好、 家风淳朴的修身价

值ꎻ 结合全民阅读推广ꎬ 依托新民晚报影响

力ꎬ 每个季度发布融可读性、 知识性为一体的

市民修身书单ꎬ 制作发行 «中华好故事» «上
海市民礼仪读本» 等专题图书ꎻ 结合先进示范

引领ꎬ 举办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人物主题展、
“修身立德” 第六届上海好心人节暨 “倾听上

海” 第二届上海市故事大赛等ꎬ 宣传全国道德

模范优秀品质和他们身上体现的城市精神ꎬ 大

力培育树立市民修身榜样ꎻ 结合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ꎬ 明确将市民突出不文明行为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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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纳入上海市精神文明创建测评内容ꎬ 召开

２０１６ 年市民修身行动推进会暨上海市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ꎬ 使修身行动接地气、 贴

民心ꎻ 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ꎬ 组织

开展 “美德童行” ２０１６ 上海青少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 “少年中国梦” 励志

讲堂等主题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在参与活动中

修行立德ꎬ 提升文明素养ꎮ

上海高中生志愿服务 (公益劳动)
计入课时

为细化教育综合改革方案ꎬ 将高中生志愿

服务课时化、 制度化ꎬ 上海市教委、 市文明

办、 团市委、 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

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志愿

服务 (公益劳动)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

行) »ꎮ 该意见结合教育部印发的 «学生志愿

者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及上海市相关精神ꎬ 是

上海实施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配套上海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

办法的重要规范性文件之一ꎮ 实施意见强调高

中生志愿服务 (公益劳动) 不少于 ６０ 学时ꎬ
学校要做好高中生志愿服务的保障工作ꎬ 同时

也明确了学生个人参加志愿服务的记录办法ꎮ
纳入课程计划的高中生志愿服务主要以

学校集体组织形式开展ꎮ 学校是高中生志愿

服务的责任主体ꎬ 校长是第一责任人ꎬ 实施

高中生志愿服务的情况将纳入学校办学考核

评价体系ꎮ 学生社会实践信息将在统一的电

子平台生成客观记录ꎬ 作为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重要指标ꎬ 成为高校招生录取参考ꎮ
上海市市、 区两级文明办是协调整合学生志

愿服务区域资源的牵头单位ꎬ 在街道 (乡镇)
建立起学生社会实践指导站ꎬ 与学校对接ꎬ
为就近就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创造条件ꎮ 上

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 上海市志愿者协会直

属总队等各类志愿服务组织ꎬ 结合实际ꎬ 积

极探索适应高中生特点的志愿服务岗位ꎮ 针

对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中可能发生的伤害事

故ꎬ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联手为全市高中生

社会实践伤害事故提供了意外险和校责险全

程保险保障服务ꎬ 建立 “首问负责制” “报案

通知机制” 和 “理赔资料共通机制”ꎬ 为出险

学生提供双重保险保障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上海全市范围内推出各类学生社

会实践基地共计 １７２９ 个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暑期

志愿服务 (公益劳动) 活动精彩纷呈ꎬ 市级层

面由校外联成员各单位推荐 １５００ 多项活动ꎬ 市

学校少年宫联盟推荐 １９５ 项活动ꎬ 市社区实践

指导站推荐 ４４ 个项目 １９５ 项活动ꎬ ３９ 家市中

小学优秀非遗传习基地发布 ５６ 项活动ꎬ ２１ 家

中职校开放实训场地举办市中小学生暑期职业

体验 ８７ 项 １６８ 场活动ꎮ 暑期青少年活动 “家庭

护照” 扩大到 ８３ 个场馆ꎬ 涵盖了各个年龄段

的中小学生ꎮ 通过暑期志愿服务的开展ꎬ 越来

越多的高中生把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公益劳动) 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ꎬ
共有 ３８４０７ 名高中生参加了 ２０１６ 年暑期志愿服

务 (公益劳动)ꎮ

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 “完善 １００ 家社区

志愿服务中心民生服务功能”
２０１６ 年ꎬ 由上海市文明办、 各区县政府

负责ꎬ 市文广局、 市民政局配合的项目 “完

善 １００ 家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民生服务功能”
被列入 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ꎮ 该项目

通过完善供需对接、 注册认证、 项目孵化、
资源整合、 能力建设、 团队培育、 指导监督、
激励保障、 文化建设等九大功能ꎬ 推动上海

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成为以服务民生为宗旨的

系统性、 集成性、 交互性的志愿服务终端平

台ꎬ 推动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形态的基本形成

和内涵的深度提升ꎬ 打通促进社会共治共享

的 “最后一公里”ꎬ 使志愿服务扎根社区ꎬ 让

市民群众能够就近就便参与和乐享志愿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全市 １８３ 家申报单位中 １５９
家社区志愿服务中心达标ꎬ 其中 １００ 家优质

达标单位首批获得每家 ３０ 万元的市级财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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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经费补贴ꎮ
上海市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因地制宜推动硬

件设施和功能升级的过程中ꎬ 凝练了一批可推

广、 可复制的经验成果ꎬ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ꎬ
推出的常态化民生服务项目接地气聚人气ꎬ 受

到群众普遍欢迎ꎬ 同时积极整合区域内外各类

资源ꎬ 为志愿服务组织提供场地、 技术、 人

才、 智力等各方面支持ꎬ 成为集聚跨界资源、
孵化志愿服务组织的重要平台ꎮ 静安区建立健

全供需对接、 社会联动、 评估激励三大运作机

制ꎬ 培育 “邻里相帮” “邻里相守” “邻里相

携” 三大品牌项目ꎻ 宝山区建设 “组织连成

网ꎬ 技能储成库ꎬ 需求大搜索ꎬ 服务送到点”
的工作格局ꎻ 崇明区强化 “要” 与 “送” 匹

配ꎬ “缺” 与 “补” 合拍ꎬ 促进志愿服务供需

精准到位ꎻ 徐汇区徐家汇街道建立社会责任、
道德责任和服务责任三大联盟ꎬ 构筑蓝色文

明、 红色宣教、 绿色环保、 青色旅游、 金色平

安、 橙色关怀、 紫色文化 “七彩公益圈”ꎻ 闵

行区虹桥镇打造 “星火志愿服务工程”ꎬ 全镇

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超过 ２００ 次ꎬ 累计服务

次数达到 １ １ 万余次ꎬ 数万人受益ꎻ 长宁区虹

桥街道建立 “居民区项目发布—区域单位资源

配置—社会组织专业设计—社区综合统筹” 项

目化运作链ꎬ 服务辐射人群 ７ 万多人ꎮ 此外ꎬ
推进实事项目的过程也是一次志愿服务意识大

觉醒、 理念大普及、 行动大动员、 文化大传播

的过程ꎮ 上海市各区充分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不同平台ꎬ 加强宣传推广和交流展示ꎬ 各社

区志愿服务中心在环境布置、 视觉标识、 社会

宣传等方面精心设计ꎬ 营造了浓郁的社区志愿

服务文化氛围ꎬ 吸引更多的市民加入志愿服务

队伍ꎮ

“少年中国梦” 励志讲堂系列专题活动
为在未成年人中积极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宣传教育ꎬ 上海市文明办、 市教委和新

民晚报社在 ２０１５ 年成功举办以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为主题的 “少年中国梦” 励志讲

堂基础上ꎬ ２０１６ 年进一步精心策划ꎬ 以 “富

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为重点ꎬ 面向全市学

生群体组织了 “少年中国梦” 励志讲堂ꎬ 受到

学生、 家长和学校的一致好评ꎬ 也成为生动诠

释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探索ꎮ
４ 月 ２８ 日ꎬ 励志讲堂首讲 “文明ꎬ 家国情

怀的担当” 在上海晋元高级中学举行ꎬ 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 普陀区中心医院副院长、 普陀区

利群医院院长张兴儒讲述了他作为一名 “光明

使者”ꎬ １０ 多年来慈善光明行遍及全国的经历ꎬ
号召大家 “培育志愿精神ꎬ 弘扬文明风尚”ꎻ
普陀区居 (村) 协会负责人、 “小区总理” 崔

莉讲述从自己做起ꎬ 从身边小事做起ꎬ 从社区

党员群众带头做起ꎬ 广泛发动市民参与ꎬ 共同

创建文明家园的感受ꎻ 中学生代表瞿悦同学以

“追梦情怀　 争做文明使者” 为题向中学生发

出倡议——— “虽然我们很年轻ꎬ 但作为千年中

华文明的继承者ꎬ 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文明梦

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ꎬ 我们愿意为之奉献人

生!” ７ 月 ５ 日ꎬ 励志讲堂第二讲 “万众创新:
你我共筑富强梦” 在杨浦区少年宫举行ꎬ 同济

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 教授娄永琪围绕创新

是富强的必由之路ꎬ 向中学生提出建议ꎬ 将每

一个问题变成设计的机会ꎬ 不断提升自我创新

能力ꎻ Ｕ－ｃｌｏｕｄ 首席执行官季昕华等嘉宾讲述

了自己的实践之路ꎬ 指出创新始终是一个国

家、 一个民族富强的重要力量ꎬ 也是推动社会

进步的重要力量ꎬ 在青少年中培养创新意识对

全社会形成创新创业氛围十分重要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励志讲堂第三讲 “思辨以修身　 民主促成

长” 在延安中学举行ꎬ 来自延安中学、 天山中

学的高中生代表举行了精彩的辩论ꎬ 长宁区雅

玉党群工作事务所主任张雅玉讲述了她多年来

在社区辛勤耕耘、 实践基层民主的点滴感悟ꎬ
勉励同学们从小事做起参与民主ꎬ 让人民当家

作主真正体现在生活和学习中ꎮ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励志讲堂第四讲 “争做文明使者　 共建和谐社

会” 在闵行区莘城学校举行ꎮ “中国好人” “全
国最美家庭” 获奖者、 虹桥镇开心小屋创办

６６９



上海市

人、 ８０ 岁的鲍美利老师将她自创的几首暖心歌

谣穿插在演讲中ꎬ 讲述了她打开家门创建 “开
心小屋”ꎬ 用歌声凝聚邻里ꎬ 用歌声创建和谐

社区的生动故事ꎻ “保护母亲河” 志愿俱乐部

志愿者、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学生詹郑杰同学

讲述了从一根捞杆的四代传承到百千名志愿者

队伍的发展壮大、 从一位老人回报社会的平凡

善举到引领社会和谐发展的志愿精神的感人历

程ꎻ 上海市委讲师团办公室主任朱鸿召、 上海

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有鹏在点评中指出ꎬ
和谐幸福的生活源自于每个人对文明的践行和

创造ꎬ 每一个人从自己身边做起ꎬ 用自身的光

明点亮整个世界ꎮ

(上海市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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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围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扎实推进道德

风尚高地建设ꎬ 着力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ꎬ 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ꎮ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持续

深化

强化宣传阐释ꎮ 面向干部、 高校青年教

师、 大中小学生、 家庭等不同群体ꎬ 组织编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俗读本ꎬ 如 «儒学故

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寻源» «中国价

值———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与源»
等ꎮ 其中ꎬ 编创的 «璞石成玉的秘密———孩子

们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印制 ３８ 万册

进入全省 ４０００ 所小学ꎮ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作用ꎬ 每日一期

«道德模范故事会»、 每周一期 «德行天下»、
半月一刊 «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每月一版好

人 Ｈ５ 页面ꎬ 江苏文明网、 “逢善必扬” 手机客

户端全年分别发稿 １６ 万字和 １ ５ 万多篇ꎬ 形成

全媒体、 多视角的宣传构架和效应ꎮ 加大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创作、 征集、 刊播力

度ꎬ 建成省级优秀公益广告作品资源库ꎬ 首批

入库作品 ３６００ 件ꎬ 并免费共享 ５８４ 件作品资

源ꎮ 强化典型引领ꎮ 持续选树宣传道德典型ꎬ
每季度发布 “江苏时代楷模”ꎬ 每月选评身边

好人ꎬ 每周推出最美人物ꎬ 广泛开展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ꎬ ９８ 人 (组) 入选

“中国好人榜”ꎬ ２６３ 人 (组) 当选 “江苏好

人”ꎮ 各地广泛设立善行义举榜ꎬ 相继建成一

批好人馆、 好人园、 好人一条街ꎬ 组织关爱礼

遇道德典型活动ꎬ 江苏省美德基金会全年支出

４３３ 万元慰问道德模范ꎮ 强化教育熏陶ꎮ 抓住

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 烈士纪念日等契机ꎬ 组织开

展 “我们的节日”、 经典诵读等活动ꎮ 用好用

活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ꎬ 广泛宣传雨花英烈精

神、 新四军铁军精神、 周恩来精神ꎬ 常态化开

展新婚夫妇向革命烈士献花等群众性主题教育

活动ꎬ 以革命文化和重大纪念活动激发人们的

家国情怀ꎮ 强化载体建设ꎮ 召开道德讲堂建设

推进会ꎬ 推动道德讲堂在全省城乡社区、 文明

单位、 国有企业全面覆盖ꎬ 并通过设置 “流动

讲堂” “空中讲堂” “网络讲堂”ꎬ 向不同领

域、 不同群体拓展延伸ꎮ 引导各地创新道德讲

堂内容和形式ꎬ 持续开展各类活动ꎬ 进一步扩

大群众参与度ꎬ 增强活动吸引力ꎮ 各地积极创

新道德建设载体ꎬ 涌现出一批接地气、 有生气

的新载体ꎬ 如镇江的道德文化园ꎬ 宜兴的家风

家训主题广场等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实践进入公共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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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工作有效推进

诚信建设制度化有力推进ꎮ 充分利用新闻

媒体、 公益广告等平台载体ꎬ 加大诚信典型宣

传力度ꎬ 组织第三届江苏省 “百名诚信之星”
“十大诚信标兵” 推选活动ꎬ 引领全社会形成

重信誉、 守信用、 讲信义良好氛围ꎮ 召开诚信

示范街区创建工作会议ꎬ 围绕诚信做产品、 诚

信做经营、 诚信做服务ꎬ 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效

应、 群众认可度高、 社会反响好的诚信示范街

区ꎮ 广泛开展各类诚信主题实践活动ꎬ 南通市

组织实施诚信经营 “十百千万” 工程ꎬ 南京市

组织开展 “信任桥” 主题活动ꎬ 连云港市组织

开展 “社区邻里节” 等ꎮ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ꎬ 推动重点领域完善 “红黑

榜” 发布制度ꎮ 志愿服务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

升ꎮ 广泛开展 “文明江苏” 志愿服务行动ꎬ 在

全省公共场所和城乡社区部署开展公共文明引

导、 生态文明共建、 关爱帮扶困难人群等 １１ 项

志愿服务专项行动ꎮ 全省志愿服务活动超过 １３
万项ꎬ 累计服务时长达到 ５４６３ 万小时ꎮ 无锡组

织开展 “一月一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ꎬ 常州组

织开展的 “一袋牛奶的暴走” 志愿服务活动

等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ꎮ 南京实现街道标

准化志愿服务总站全覆盖ꎬ 形成了志愿服务制

度化的新亮点ꎮ 成功举办首届江苏志愿服务展

示交流会ꎬ 近 ５ 万人次直接参与活动ꎬ ３９０ 多

个项目获得社会各界支持资金 ３１２０ 万元ꎬ 在推

动志愿服务组织与各类社会资源有效对接上取

得新突破ꎬ 同时也为各地搭建了相互学习借鉴

的平台ꎮ 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

合组织的宣传推选全国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中ꎬ 江苏入选典型 １８ 个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末ꎬ 全省注册志愿者 ７４９ 万ꎬ 注册志

愿者人数占城镇人口比例为 １３ ８３％ꎮ
三、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发展

深化拓展 “八礼四仪” 养成教育ꎮ 推出

“礼 ｅ 悦读” 等 ＡＰＰ 应用ꎬ 并在线下同步开展

文明礼仪进万家 “五个一” 活动ꎮ 推动制作文

明礼仪动画片 «加油吧! 三二班» (第二季)、

原创木偶剧 «穿越 “无礼国” » 等文化产品ꎬ
养成教育相关经验入选 ２０１６ 年中宣部党的十八

大以来宣传工作创新百例ꎮ 美育教育有效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ꎮ 积极培育 “童” 字

系列美育品牌ꎬ 创办全国首个少儿诗歌刊物

«少年诗刊»ꎬ 成功举办 “童心里的诗篇” 第二

届全国少儿诗会ꎬ 启动 “童真里的色彩” 首届

儿童画创作大赛ꎮ 制作全国首个少儿诗歌杂志

«少年诗刊»、 原创音乐儿童剧 «田梦儿» 等ꎬ
引导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将核心价值观落细落

小落实ꎮ 深入开展未成年人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ꎮ 突出爱国主义教育主题ꎬ 结合重要时间节

点ꎬ 组织开展 “清明祭英烈” 等 “我的中国

梦” 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举办 “我与美德

有约” 体验创作大赛ꎬ 通过网下主题班 (队)
会、 与美德少年座谈交流等形式ꎬ 引导未成年

人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ꎮ 全省各地也广泛开展

实践教育活动ꎬ 常州的 “青苗计划”、 徐州的

“五联育人”、 连云港的 “万名小记者寻找身边

的美” 系列活动等ꎬ 都起到了良好的育人效

果ꎮ 加强校外活动阵地建设ꎮ ２０１６ 年度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 ５１
个ꎬ 建设资金 ２４９２ 万元ꎻ 组织实施省级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 ２４０ 个ꎬ
争取省级配套扶持资金 １７３６ 万元ꎮ 优化净化青

少年成长环境ꎮ 会同省通信管理局等有关部门

发布 «江苏省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调查报

告»ꎬ 启动 “阳光网络伴我成长” 主题系列活

动ꎮ 创新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ꎮ 制播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成长» 栏目ꎬ 帮助学生和

家长有效解决心理健康问题ꎮ 组织开展第 ７ 届

全省中小学 “校园心理剧” 优秀剧目大赛ꎬ 编

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系列丛书ꎬ 普及心理

健康维护知识ꎮ
四、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拓展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ꎮ 召开深化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推进会ꎬ 总结推广宿迁 “文明 ２０ 条”、
江阴 “城市啄木鸟 ＡＰＰ” 等做法ꎬ 推动各地注

重育民惠民、 落细落小、 常态长效抓创建ꎮ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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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组织文明城市年度测评ꎬ 进一步改进测评方

法ꎬ 明确 “五个严禁” 工作要求ꎬ 加大实地暗

访和督查指导力度ꎮ 建立全省文明测评指数发

布制度ꎬ 聚焦公共环境、 公共秩序、 公共服

务、 道德建设、 文明风尚、 人文关怀、 社会治

理等内容ꎬ 在组织对全省所有县以上城市进行

文明城市年度测评的基础上ꎬ 首次发布 ２０１５ 年

全省和 １３ 个设区市、 ４２ 个县 (市) 社会文明

程度测评指数ꎮ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组织

开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江苏省文明乡镇、 文明村

评选活动ꎬ 修订江苏省文明乡镇、 文明村测评

体系ꎬ 评选一批江苏省文明村镇ꎮ 召开深化

“江苏最美乡村” 创建工作座谈会ꎬ 交流各地

聚焦 “三美” 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做

法ꎬ 持续推进 “江苏最美乡村” 创建ꎮ 贯彻落

实全国 “推动移风易俗ꎬ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ꎬ 大力倡导移风易俗ꎬ 推动形成

良好乡风民风ꎬ 常熟、 如皋等地经验做法在中

央媒体集中宣传ꎮ 推进文明单位创建ꎮ 推动各

行各业特别是窗口行业以 “立足岗位践行核心

价值观” 为主题ꎬ 开展各具特色的教育实践活

动ꎬ 提升服务水平ꎬ 树立行业新风ꎮ 实施省级

文明单位社会责任年度报告制度ꎬ 引导各级文

明单位积极参与 “城乡结对、 文明共建” 行

动ꎬ 在开展志愿服务和社会诚信建设中做好表

率ꎮ 科学设置创建标准ꎬ 改进考核评价办法ꎬ
扩大创建覆盖范围ꎬ 推动文明单位创建向非公

有制企业、 社会组织延伸ꎮ 评选表彰了新一轮

省级文明单位ꎬ 命名一批江苏省文明行业ꎮ 开

展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创建ꎮ 突出优良家风培

育ꎬ 深化 “最美家庭讲好家训” 等主题活动ꎮ
加强孝敬教育ꎬ 继续开展好媳妇、 好公婆、 好

妯娌评选活动ꎬ 大力宣传孝老爱亲的正面典

型ꎮ 组织推荐、 评选表彰首届全国和江苏省文

明家庭ꎬ 江苏省 １４ 户家庭被中央文明委表彰为

全国文明家庭ꎬ “最美家庭讲好家训” 万场巡

讲做法在全国推广ꎮ 研究制定文明校园创建实

施方案ꎬ 出台中小学文明校园创建测评细则ꎬ
组织开展江苏省文明校园评选表彰活动ꎬ 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全过

程ꎬ 着力提高师生文明素养、 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 提升校园文明程度ꎮ 深入推进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ꎮ 召开全省文明旅游工作推进会ꎬ 部

署推进文明旅游工作ꎮ 招募文明旅游监督员队

伍ꎬ 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暗访督查ꎮ 在五一、
暑假、 十一等重要节假日ꎬ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网络微信宣传活动ꎮ 会同省公安厅、 交通厅修

订发布 ２０１６ 年版 «江苏省城市交通文明指数

测评体系»ꎬ 委托第三方开展城市交通文明指

数测评工作ꎮ
五、 网络文明建设和道德发展研究取得新

突破

积极开展网络文明建设行动ꎮ 深入实施网

络内容建设工程ꎬ 大力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文

化ꎬ 举办网络文化节ꎬ 建设 “网上道德讲堂”ꎬ
注重运用 “两微一端” 传播道德典型的先进事

迹ꎮ 深入实施网德工程ꎬ 广泛开展网络公益活

动ꎬ 倡导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 文明用网ꎬ 引

导网民多发网络好声音ꎮ 以 “道德风尚美江

苏” 为主题ꎬ 组织全国 ２０ 家网络媒体江苏行ꎬ
通过新媒体平台ꎬ 展示江苏道德风尚建设方面

的进展成效ꎮ 探索开展道德发展研究ꎮ 充分发

挥省重点智库———道德发展智库的作用ꎬ 坚持

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ꎬ 按照 “理论上站

得住、 实践上好操作” 的定位ꎬ 研究制定 «江
苏省 道 德 发 展 状 况 测 评 体 系 ( ２０１６ 年 试

行) »ꎬ 为科学评估道德风尚高地建设进展成

效作出有益探索ꎬ 得到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充

分肯定ꎮ 组织新一轮道德省情调查ꎬ 丰富调查

内容、 扩展调查范围ꎬ 取得了道德发展研究的

第一手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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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江苏举办首届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首届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

会 (简称志交会) 在南京成功举办ꎮ 本次志交

会以 “志愿服务ꎬ 美好你我他” 为主题ꎬ 设 １４
个展区ꎬ 宣传展示志愿服务重点项目 ４３５ 个ꎬ
为全省志愿服务的提供方、 需求方、 支持方、
参与方等搭建了交流对接的平台ꎬ ３９０ 多个项

目获得社会各界支持资金近 ３１２０ 万元ꎬ ８０ 个

项目分别获得特别荣誉奖、 金奖、 银奖、 铜

奖ꎮ 首届志交会吸引了近 ５ 万人次参与ꎬ 进馆

参观 ３ １ 万人次ꎬ １ 万余人次参与了户外体验

活动ꎬ 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ꎮ
通过开闭幕式、 志愿心声分享会、 “志愿

一起来” 大型志愿服务体验活动ꎬ 让参展观展

的志愿者、 普通市民通过项目展演、 志愿者讲

解、 志愿服务宣传片、 独具特色的体验活动ꎬ
感受志愿者的热情、 志愿服务精神的内涵ꎬ 体

验助人的快乐、 被帮助的温暖ꎮ 在前期的参展

项目遴选中ꎬ 全省共有 ３５００ 多个项目申报参

加ꎬ 涌现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志愿服

务项目ꎬ 如银奖项目 “江苏绿色之友资源再利

用———马拉松行动”ꎬ 将生态文明理念传播、
技术应用融入学校教育、 社区治理ꎬ 体现了创

新、 绿色等新发展理念ꎬ 引起众多参观者的浓

厚兴趣ꎮ
通过开设志愿课堂和志愿沙龙ꎬ 邀请高校

教授为志愿者作辅导讲座ꎬ 邀请省内优秀志愿

者、 志愿服务组织骨干分享心得感悟ꎬ 探讨志

愿服务常态长效新理念ꎬ 促进了志愿者、 志愿

组织间交流互动、 成长进步ꎮ “志愿江苏” 微

信号粉丝留言: “这个活动不仅让我们知道如

何更好地帮助别人ꎬ 也让我们学到了如何规范

开展活动ꎮ” “ 与 志愿大咖一席谈ꎬ 胜读十

年书ꎮ”
爱心企业、 慈善基金、 社工机构等与志愿

服务项目的组织者面对面地洽谈交流ꎬ 现场商

定对志愿服务项目的支持协议ꎬ 推动志愿者、
志愿组织、 社会资源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志愿

服务ꎮ 主办方还向给予志交会项目扶持、 工作

支持的 ３０ 家单位颁发了 “爱心单位” 奖ꎬ 进

一步增强了志愿服务社会支持力度ꎮ
从筹办志交会开始ꎬ 省市全媒体联动宣

传ꎬ 利用公交、 地铁循环播放志交会宣传片ꎬ
重点路段设置道旗、 海报ꎬ 对志交会活动进行

分地域、 分时段、 分媒体宣传ꎮ 活动前ꎬ 新华

日报、 省电视台刊播了江苏志愿服务制度化综

述ꎻ 活动中ꎬ “交汇点” “荔枝新闻” 客户端等

新媒体全方位报道了志交会活动ꎻ 活动后ꎬ 光

明日报、 光明网等报道了志交会成果及江苏志

愿服务工作取得的新进展ꎮ 省市重点新闻媒体

报道、 市级媒体对各市参展获奖情况报道、 各

参展参评单位参与活动报道等形成联动叠加效

应ꎬ 百度搜索 “首届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

会”ꎬ 相关网页达 ２０ 万余条ꎮ

江苏持续推进道德讲堂创新发展
江苏目前已建成各类道德讲堂 ３ ８ 万多个ꎬ

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 ４４ 万多场ꎬ 受众达 ３６００
多万人次ꎬ 道德讲堂已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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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生动课堂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江苏召开

深化道德讲堂建设推进会ꎬ 突出构筑人的心灵

家园这个定位ꎬ 紧扣提升人的精神力量这个目

标ꎬ 把握团结和服务群众的联系点这个功能ꎬ
努力把道德讲堂打造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精

神文明建设品牌ꎮ
建立以设区市道德讲堂总堂为龙头ꎬ 所辖

县 (市、 区) 和主要行业分总堂为支撑ꎬ 标准

示范讲堂为骨干ꎬ 村镇、 单位、 社区等基层讲

堂为基础的道德讲堂网络体系ꎮ 将道德讲堂纳

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内容ꎬ 结合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站 (中心) 建设ꎬ 以新建、 改建、
联建、 共建等多种方式ꎬ 实现道德讲堂网格化

覆盖ꎮ 根据人们职业类型、 文化程度、 知识结

构、 年龄阶段、 生活状况和兴趣个性等方面的

差异ꎬ “量身定制” 加以推进ꎬ 建设行业讲堂、
社区讲堂和市民讲堂等特色各异的道德讲堂ꎮ
按照 “人在哪儿工作就延伸到哪儿” 的要求ꎬ
开辟 “流动讲堂” “空中讲堂” “网上讲堂”
等ꎬ 推动道德讲堂由点向面辐射、 固定和流动

结合、 线上与线下对接ꎮ
从 “爱、 敬、 诚、 善” 入手ꎬ 精心设置系

列主题课ꎬ 广泛传播核心价值理念ꎮ 把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的时

代价值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ꎬ 以身边人

讲身边事ꎬ 以身边事教身边人ꎮ 把诸如老人跌倒

后扶不扶、 新市民文明习惯养成、 诚信缺失等道

德热点问题引入讲堂ꎬ 在讲评、 讨论中激发人们

思考ꎬ 形成向上向善的共识ꎮ 以设区市和行业系

统为单位ꎬ 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创新ꎬ 形成各具特

色的仪式程序ꎮ 根据不同行业、 单位、 人群、 地

域等特点ꎬ 提供更多体验式服务ꎬ 通过设置百姓

议题、 增加互动环节、 设计惠民项目、 强化艺术

表达、 提供更多体验式服务等ꎬ 形成 “基本动

作＋自选动作” 的活动流程ꎮ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职业生

涯、 生活场景等特定的情境ꎬ 将新员工入职、
师徒结对、 结婚、 祝寿、 成人、 退休等仪式引

入道德讲堂ꎬ 让社会主流价值在人生重要节点

铭刻难忘的记忆ꎮ 结合传统节日以及专门人群

节日ꎬ 以道德讲堂的形式举办纪念庆祝活动ꎬ
让人们在节庆的氛围中获得精神力量ꎮ 把道德

讲堂活动与群众关注的志愿服务、 阅读服务、
文化服务、 生活服务等有机结合起来ꎬ 整合群

众社团组织开展道德实践活动ꎬ 把道德讲堂建

成一个联系群众的平台纽带ꎬ 真正实现 “走进

讲堂净化心灵ꎬ 走出讲堂力学力行”ꎮ

江苏广泛开展美育主题实践活动
精心打造 “童” 字系列美育品牌ꎬ 组织编

创少儿文化精品ꎬ 引导孩子们欣赏美、 追求

美、 创造美ꎬ 从小在心中播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种子ꎮ
组织编创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

本ꎬ 其中 «璞石成玉的秘密———孩子们心中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已印制 ３８ 万册进入全

省 ４０００ 所小学ꎬ «问道———中学生心中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３０ 万册进入全省 ３１００ 多所

中学ꎮ 将美育与 “我的中国梦” “学习和争做

美德少年” 等系列活动有机融合ꎬ 推出 « “八
礼四仪” 养成教育通俗绘本丛书» «美德少年

文学故事丛书» 等ꎬ 在青少年中传播 “爱、
善、 勤、 诚、 俭、 美” 价值理念ꎮ 举办全省青

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景剧大赛ꎬ １００００
多名师生参与其中ꎬ 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ꎮ 推

出 “礼 ｅ 悦读” “文明少年” ＡＰＰ 及微信公众

号等ꎬ 利用新媒体展示少儿文化产品和活动ꎮ
创办全国首个少儿诗歌刊物 «少年诗刊»ꎬ 推

出优秀作品 ４００ 余首ꎬ 并广泛开展诗教交流、
诗歌吟诵等活动ꎮ 结合 “七彩的夏日” “缤纷

的冬日” 等活动ꎬ 设计读书、 绘画、 书法等美

育项目ꎬ 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ꎮ
举办首届 “童声里的中国成长的歌谣”

创作大赛ꎬ 共征集作品 ３ ２ 万余件ꎬ 并通过多种

途径引导青少年诵读和传唱优秀作品ꎮ 成功举

办两届 “童心里的诗篇” 全国少儿诗会活动ꎬ
征集海内外童诗作品 ８ 万余件ꎬ 培养出一大批颇

具潜力的 “儿童诗人” “少年诗人”ꎮ 组织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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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织吟诵、 展播展示等形式ꎬ 对大赛优秀作

品进行宣传推广ꎮ 三是描绘 “童真里的色彩”ꎮ
举办 “童真里的色彩” ———首届中国江苏儿

童画创作大赛ꎬ 共征集到 ５４０００ 余幅作品ꎬ 对评

选出的优秀作品ꎬ 通过出版画册、 网络展评、 讲

座研讨、 巡回展览等形式进行宣传推广ꎬ 扩大活

动的覆盖面影响力ꎮ
以江苏美德少年为原型编创原创音乐儿童

剧 «田梦儿»ꎬ 在省内外已巡演 ５００ 余场ꎬ 观演

人数达 ５０ 余万ꎬ 并荣获第三届江苏文化艺术节

“特别奖”ꎮ 以 “我们的节日” 为主题编创动画

片 «东方七色花»ꎬ 围绕春节、 端午、 中秋等七

大传统节日ꎬ 引导孩子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

悟当代价值ꎮ 通过孩子们身边的故事、 儿童的语

言ꎬ 编创音乐儿童剧 «寻找 “红头发” »、 动画

片 «加油吧! 三二班»ꎬ 将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巧

妙融入孩子校园和社会、 家庭生活ꎬ 融入一个个

清新幽默的小故事ꎬ 在小观众们中引起了较好

反响ꎮ 编创的少儿文艺作品在表现形式上ꎬ 集音

乐、 戏剧、 舞蹈等于一体ꎬ 以多元的艺术手段ꎬ
给观众多样的艺术享受ꎮ 特别是一批原创歌曲ꎬ
旋律优美、 唱词感人ꎬ 节奏明快、 朗朗上口ꎬ 孩

子们一听就喜欢ꎬ 一学就会ꎮ

南通市着力推进诚信示范街区建设
南通市以商务领域诚信建设为重点和突破

口ꎬ 提升诚信南通建设水平ꎮ 开展诚信经营

“十百千万” 创建工程ꎬ 在全市建设 １０ 条诚信

示范街、 １００ 个诚信商会组织、 １０００ 家诚信生

产企业、 １００００ 家诚信经营示范店ꎬ 赢得了经

营者的支持和消费者的欢迎ꎮ
建立由街区所在街道、 社区分管负责同志ꎬ

市场监管、 物价、 税务、 公安、 城管等职能部门

同志及物管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的领导机构ꎬ
做到 “三定三清”ꎬ 即定人、 定岗、 定责ꎬ 任务

清、 标准清、 举措清ꎮ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ꎬ
制定工作计划ꎬ 处理难点问题ꎬ 并邀请街区重点

商户和热心市民代表参会议事ꎬ 充分听取商户、
消费者意见ꎬ 增强创建工作的群众认可度ꎮ 各创

建街区通过刊播诚信主题公益广告、 征集诚信

小故事、 张贴诚信法治宣传条幅、 发放 «商务

诚信行为守则» 传单等方式营造创建氛围ꎬ 宣

传诚信理念ꎬ 促进商户诚实守信、 合法经营ꎮ 建

设街区道德讲堂ꎬ 围绕 “建诚信街区ꎬ 当诚信

商户” 活动主题ꎬ 开展诚信文化宣传、 诚信知

识普及ꎮ 围绕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产

品质量月、 食品安全宣传周等组织开展各类诚

信专场活动ꎬ 创新活动形式和活动载体ꎬ 做到有

重点、 接地气、 常态化ꎮ 推行前置准入制度ꎬ 对

商户开展入驻前资格审查ꎬ 提高准入门槛ꎬ 对有

不良记录的商户不予入驻ꎮ 全面推行公示制度ꎬ
要求商户将经营许可证、 诚信承诺等上墙公示ꎬ
餐饮街区还需公示量化分级管理、 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和五病调离制度ꎬ 方便群众监督ꎮ 加强街

区动态监管ꎬ 建立商户进货台账登记、 上柜上市

查验、 索证索票等制度ꎬ 确保所售商品明码标

价、 货真价实ꎮ 加强售后服务ꎬ 督促商户认真执

行国家 “三包” 规定ꎬ 履行各项服务承诺ꎬ 总

结推广文峰大世界 “满意工程” 服务做法ꎬ 鼓

励商户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项目ꎮ 提升信息服

务ꎬ 开设微信公众号ꎬ 设置电子触摸屏ꎬ 展示街

区风貌、 宣传诚信典型、 组织星级评比、 开展群

众评价等ꎬ 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化便利服务ꎮ 开展

维权服务ꎬ 各街区均建立了矛盾调处接待室

(维权室)ꎬ 处置突发消费争议ꎬ 维护消费者权

益ꎮ 推广志愿服务ꎬ 街区专门设置志愿者服务

亭ꎬ 常年为消费者提供交通资讯、 旅游求助、 应

急充电、 免费茶水等服务ꎮ 各创建街区普遍开展

了星级评比ꎬ 根据街区特点建立科学评价体系ꎬ
综合消费者、 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义务监督员意

见确定评比结果ꎬ 通过公示表扬、 命名 “星级

商户”、 租金返还、 减免物业费等形式给予先进

商户物质、 精神奖励ꎬ 对存在问题的商户给予提

醒、 警告ꎬ 跟踪整改到位ꎬ 促进街区诚信经营风

气的形成ꎮ

(江苏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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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秉持浙

江精神ꎬ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勇立潮头” 的

新要求ꎬ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ꎮ
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全面覆

盖ꎮ 深入实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六大行动”ꎮ 运用新闻宣传、 社会宣传、 文艺

宣传等形式ꎬ 借力微博、 微信、 微视频、 新闻

客户端等新媒体ꎬ 利用广场、 公园、 墙体、 图

书馆、 博物馆、 文化礼堂等场所ꎬ 全方位、 全

天候、 立体化宣传核心价值观ꎮ 将核心价值观

纳入高校思政课、 中小学德育课、 家长学校等

教育体系和活动中ꎬ 让核心价值观 ２４ 个字家喻

户晓、 深入人心ꎮ
２ “做文明有礼浙江人” 活动成效显著ꎮ

以 Ｇ２０ 杭州峰会为契机ꎬ 各地广泛开展以 “礼
让斑马线、 文明过马路、 排队守秩序、 礼仪待

宾客” 为主题的 “迎接 Ｇ２０ 人人讲文明———做

文明有礼浙江人” 活动ꎬ 营造了强大的活动

声势ꎮ
３ “最美浙江人” 品牌更加响亮ꎮ 推动活

动常态开展ꎬ “最美的人” 已向 “最美家庭”
“最美行业” 拓展延伸ꎮ 浙江好人、 “最美家

庭”、 “浙江骄傲” 等各类 “最美” 评选蓬勃

开展ꎮ 召开行业 “最美” 创建工作推进会ꎬ 推

出全省 ２０ 多个行业 “最美”ꎮ ２０１６ 年共评选产

生浙江好人 ４５４ 例ꎬ 其中 ４６ 例入选中国好人

榜ꎻ 浙江 “最美家庭” ２００ 户ꎬ １０ 户家庭获全

国文明家庭称号ꎮ
４ 志愿服务常态化扎实推进ꎮ 围绕 Ｇ２０ 杭

州峰会、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ꎬ
扎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ꎬ 亮点频现ꎮ
打造了 “小青荷” “微笑亭” “武林大妈” “小
梧桐” 等志愿服务品牌ꎮ

５ 文明创建活动深度拓展ꎮ 坚持拓展创建

领域ꎬ 提升创建内涵ꎬ 协调推进文明城市、 文

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五大

创建活动ꎮ 坚持示范引导ꎬ 召开全省创建全国

县级文明城市现场推进会、 省示范文明城市创

建现场培训会ꎬ 对 １２ 个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进行暗访ꎬ 委托第三方开展全省城市文明

程度指数和社会道德公众满意度测评ꎬ 推动创

建理念转变ꎬ 提升人民群众对文明创建的支持

率和参与率ꎮ
６ 家庭文明建设全面推进ꎮ 召开全省家庭

文明建设电视电话会议、 好家风建设推进会ꎬ
明确以建设好家庭、 注重好家教、 培育好家风

为目标任务ꎬ 深入推进家庭文明建设ꎮ 全省有

７００ 余万户家庭参与立规立训ꎬ 积极参与 “家
训亮厅堂、 进礼堂、 驻心堂” 活动ꎮ

７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进ꎮ 围绕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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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升级版ꎬ 召开了全省美丽乡村和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ꎬ 提出了安全、 宜居、 富

裕、 文化、 和谐、 党建六个方面的目标要求ꎮ
制定 «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和 «美丽乡村示范县评价

办法»ꎬ 涌现出安吉、 德清、 浦江等一批美丽

乡村建设典型ꎮ 坚持破立并举ꎬ 着力培育文明

乡风ꎬ 召开了全省农村移风易俗电视电话会

议ꎬ 对全省摒弃陈规陋习、 推进移风易俗、 树

立文明新风工作作出专题部署ꎮ

８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巩固提升ꎮ 制定

«关于全面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ꎬ
召开了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ꎬ 对全省中小

学德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ꎮ 在未成年人中广泛

开展 “我们的节日” 活动ꎬ 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ꎬ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ꎮ 开展了德育工作专项

督查ꎮ 深入推进德育导师制、 预防中学生违法

犯罪预警机制和家校联动机制ꎬ 全面建立家访

制度ꎮ

特色活动

浙江省广泛开展 “迎接 Ｇ２０
人人讲文明” 活动

２０１６ 年浙江省抓住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在杭州召开的历史性机遇ꎬ 开展 “礼让斑马

线、 文明过马路、 排队守秩序、 礼仪待宾客”
活动ꎬ 着力提升公民文明素质ꎬ 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和中华礼仪之邦的厚重

底蕴ꎮ
大造舆论声势ꎮ 省、 市主要媒体设置专题

专栏ꎬ 通过新闻报道、 言论评论、 专家点评、
热点聚焦等形式ꎬ 及时播报各地活动中的热

点、 亮点ꎮ 突出新媒体传播ꎬ 运用文明网、 微

博、 微信、 ＱＱ 群等平台ꎬ 广泛开展 “点赞礼

让” “文明接力” 等互动性强、 参与度高的活

动ꎮ 创作设计了 “文文” “明明” 卡通公益广

告及衍生产品ꎬ 以导向鲜明、 形象可爱的广告

新样式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ꎮ 发动中国美院学

生赴社区、 乡村创作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当地

特色的墙体公益广告ꎬ 实现了创作者与群众在

互动中增强传播效果ꎮ 许多地方还邀请体育明

星、 全国道德模范以小品、 话剧、 歌舞等市民

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ꎬ 大力倡导 “礼让” 的

理念ꎮ
大兴文明风尚ꎮ 采取公交车和出租车先行

带动、 样板路辐射带动、 党员干部示范带动等

举措ꎬ 大力倡导机动车 “礼让斑马线”ꎮ 采取

重要路口重点突破、 重点问题重点管控、 重要

节点重点查处等举措ꎬ 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倡导

“文明过马路”ꎬ 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和行人过

马路行为ꎮ 采取设置排队引导设施、 “遵德守

礼” 提示牌和进行文明劝导等举措ꎬ 着力推行

排队上下车、 排队进电梯、 排队办事情、 排队

游景点、 排队上厕所ꎬ 促进市民养成排队等候

的良好习惯ꎬ 排出一份耐心ꎬ 排出一份优雅ꎬ
使有序排队成为城市街头的一种常态ꎮ 采取优

化服务环境、 改善服务态度、 提升服务水平等

举措ꎬ 倡导热情好客、 彬彬有礼的待客之道ꎬ
待出一份热情ꎬ 待出一份友善ꎬ 各行各业对标

一流、 追求卓越ꎬ 以饱满的热情、 周到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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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ꎬ 展现浙江人民的礼仪之美ꎬ 给各国宾客

留下了美好印象ꎮ
大破陈规陋习ꎮ 新闻媒体开设 “曝光台”ꎬ

及时曝光不礼让斑马线、 不有序排队、 不文明

过马路等典型案例ꎮ 完善和设置了规范的交通

标志标线ꎬ 添置了交通监控设施ꎬ 使等候区、
斑马线、 信号灯等交通设施设置更加科学、 合

理、 醒目ꎮ 采取签名承诺、 张贴标识、 车辆号

牌报备建库、 违规行为曝光、 抄告通报等措

施ꎬ 推动党政机关在文明交通中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ꎮ 协调各级文明单位以认领交通路口的形

式ꎬ 进行文明劝导ꎮ 杭州市发起 “迎 Ｇ２０ 百万

私家车行车文明公约” “争做交通监督特拍

员”、 签订 “文明出行我先行” 承诺书等活动ꎬ
参与交通拍客监督违法的网络注册用户 ２１ ３
万ꎬ 用户上传的爆料图片、 视频约 １８０ 万条ꎬ
有效发挥了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作用ꎬ 推

进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ꎮ

浙江省建立健全道德模范关爱机制
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率先垂范的作用ꎬ 近

年来ꎬ 浙江着力建立健全道德模范关爱机制ꎬ
完善关爱保障制度ꎬ 出台 «浙江省道德模范待

遇保障若干规定 (暂行) »ꎬ 保障其政治、 经

济、 文化、 社会等相关权益ꎮ 各地也积极探索

相应举措办法ꎬ 推进对道德模范的关心关爱工

作ꎬ 形成 “好人有好报” 的鲜明价值导向和

“崇德向善” 的浓厚社会风气ꎮ
一是提高政治待遇ꎮ 要求各地为省道德模

范参政议政创造机会ꎬ 举办相关重大节庆、 庆

典活动时ꎬ 邀请省道德模范代表出席ꎮ 要求各

地各部门定期走访慰问省道德模范ꎬ 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ꎮ 创造条件组织省道德模范交流和学

习ꎬ 优先聘请担任道德建设监督、 评议等工

作ꎮ 省道德模范需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ꎬ 司

法行政机关及法律援助机构优先提供帮助ꎮ
二是提供经济帮扶ꎮ 首先是荣誉奖励ꎬ 浙

江省道德模范享受一次性荣誉奖励 １０ 万元ꎬ 由

省财政拨付ꎮ 其次是生活补助ꎬ 分三种情况:

下岗失业、 城镇无固定收入、 已退休的省道德

模范ꎬ 其生活补助收入 (包括失业保险金等)
或基本养老金低于当地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基本

养老金水平的ꎬ 按当地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基本

养老金予以补足ꎻ 在职、 在岗的省道德模范ꎬ
其工资收入低于当地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的ꎬ 提高至当地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ꎻ
农村无固定收入的省道德模范ꎬ 其收入和生活

补助低于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ꎬ 按农民人均

纯收入予以补足ꎮ 优先给予省道德模范享受经

济适用住房、 廉租房等优惠政策ꎮ 省道德模范

因公影响身体健康而不适合在原岗位工作的ꎬ
由所在地调换适合的工作岗位ꎮ

三是改善医疗待遇ꎮ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

省道德模范ꎬ 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按规定比

例报销后ꎬ 个人自负部分按不低于 ８０％给予补

助ꎻ 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的ꎬ 个人自负部分给予

全额补助ꎮ 参保所需费用有困难的ꎬ 由所在地

同级财政负责解决ꎮ 有工作单位的省道德模

范ꎬ 医疗补助由所在单位或单位主管部门、 同

级财政解决ꎮ 无工作单位的ꎬ 由所在地同级财

政解决ꎮ
四是加强保障管理ꎮ 浙江省道德模范管理

坚持部门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ꎬ 实行年报制

度、 重大情况报告制度和跟踪服务制度ꎮ 浙江

省文明办建立道德模范资源库ꎬ 由专人负责ꎬ
进行动态管理ꎬ 各级文明办和有关部门及时掌

握道德模范的户籍变动、 住址变更、 工作调整

等情况ꎬ 确保道德模范各项保障落到实处ꎮ 建

立道德模范 ＱＱ 交流群ꎬ 不断鼓励他们的善行

义举ꎬ 耐心疏导他们的疑难困惑ꎬ 及时解决他

们的实际困难ꎬ 确保道德模范的健康成长ꎮ 建

立道德模范退出机制ꎬ 省道德模范有严重违反

社会主义道德或违法违纪行为的ꎬ 经调查核实

撤销其荣誉称号ꎬ 并取消相应待遇ꎮ
浙江省各地也在探索建立关心关爱道德模

范的长效机制ꎬ 目前全省 １１ 个设区市都建立了

道德模范关爱机制或设立身边好人 (最美人

物) 关爱基金ꎬ 并推动全省县级层面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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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机制全覆盖ꎬ 全省 ８９ 个县 (市、 区) 中ꎬ
已有 ８４ 个县 (市、 区) 建立了相应的道德典

型关爱机制或关爱基金ꎬ 如宁波市下发 «关于

进一步做好帮扶礼遇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的通

知»、 温州市鹿城区出台 «关于关爱帮扶道德

模范的实施办法 (暂行) »、 文成县制定 «帮
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实施办法» 等ꎬ 为道德模

范构筑起坚实的保护屏障ꎬ 特别给予生活困难

道德模范以尊严和礼遇ꎬ 树立起关爱好人、 好

人好报的价值导向ꎮ

浙江省开展暑期大学生创设墙体

公益广告实践活动
为了加强县 (市、 区) 墙体公益广告设计

能力ꎬ 提高城乡墙体公益广告设置水平ꎬ 为高

校大学生暑期实践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ꎬ 浙江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团省委等 ８ 部门以大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契机ꎬ 组织大学生志

愿者为部分县市区创作设计一批优秀墙体公益

广告ꎮ
精心准备、 广泛发动ꎮ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 省文

明办制定活动方案ꎬ 通过县 (市、 区) 提出申

请、 高校学生组织报名、 团省委协调对接ꎬ 确

定墙绘内容、 地点、 规模ꎮ ６ 月 ２２ 日ꎬ 举办

“齐心服务 Ｇ２０ꎬ 两美浙江我践行” 青年社会

实践暨中国美术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启动仪式ꎬ
省文明办、 团省委、 广电集团、 浙报集团、 中

国美院和当地团委等单位及市民代表 ４００ 余人

参与ꎮ ７—８ 月ꎬ 各创设团队按计划方案赴相关

县 (市、 区) 开展创设活动ꎮ

紧扣主题、 创新方法ꎮ 在内容上ꎬ 紧紧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ꎬ 凸显优秀传统文

化、 浙江人文精神ꎬ 把最美传统、 最美人物、
最美精神、 最美风尚搬上墙体ꎮ 在形式上ꎬ 体

现出多样性ꎬ 通过中国画、 水彩画、 素描画、
３Ｄ 立体画等展现形式ꎬ 在城市道路两侧、 建筑

工地、 社区校园等公共场所以及农村、 城中

村、 城郊接合部、 背街小巷ꎬ 绘制墙体公益广

告ꎬ 呈现丰富多彩的宣传效应ꎮ 在操作上ꎬ 体

现互动性ꎬ 由当地文明办制定方案ꎬ 大学生进

行设计ꎬ 设计稿经当地文明办认可后ꎬ 进行墙

上绘制ꎬ 同时ꎬ 邀请当地中小学生一起参与ꎮ
影响广泛、 成效显著ꎮ 墙体公益广告创设

实践活动ꎬ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学生的热情ꎬ
１００ 多位大学生冒着酷暑深入到 ２３ 个县市区的

社区、 行政村创设墙体公益广告ꎬ 深受当地欢

迎ꎻ 原本一些布满各种小广告的墙体换成了一

堵堵图文并茂、 色彩鲜艳的景观墙ꎬ 吸引广大

居民驻足观赏、 拍照留念ꎬ 提升了社区和乡村

的文化品位ꎬ 传递了文明风尚正能量ꎻ 大学生

根据当地需求量身定做ꎬ 改变了千篇一律模

式ꎬ 凸显了地方特色文化ꎬ 使公益广告更接地

气ꎬ 更具个性ꎻ 大学生深入一线创作设计和绘

制ꎬ 发挥了大学生的优势ꎬ 弥补了基层经费不

足、 创作力量薄弱的短板ꎻ 活动还吸引了部分

中小学生共同参与ꎬ 既培养了骨干ꎬ 还激发了

大家的参与热情ꎬ 起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ꎮ

(浙江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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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概况综述

安徽省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ꎬ 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龙头ꎬ 高

位推动ꎬ 创新发展ꎬ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ꎬ
有力地提升了公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ꎮ

一、 “好人安徽” 建设有新提升
深化 “践行核心价值、 打造好人安徽” 主

题实践活动ꎬ 坚持身边好人评选、 学习、 宣

传、 礼遇、 管理 “五位一体”ꎬ 推出安徽好人

２３０ 人ꎬ 其中 ９２ 人荣登年度 “中国好人榜”ꎬ
入选中国好人总人数达到 １０６２ 人ꎮ 全面推广道

德信贷工程ꎬ 省信用联社等金融单位向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发放贷款 ７ 亿多元ꎮ 改造提升安

徽好人馆ꎬ 建成开放 １２ 个市级、 ２０ 个县级分

馆ꎬ 开发建成覆盖 １０５ 个县 (市、 区) 的安徽

网上好人馆ꎬ 实现网上网下宣传展示全覆盖ꎮ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ꎬ 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１２ 个家庭荣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ꎮ 深化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争取中央财政新建乡

村学校少年宫 ６６ 所ꎮ
二、 文明城市创建有新突破
贯彻落实文明城市创建行动纲领ꎬ 创新开

展 “文明帮提名、 先发带后发” 结对共建活

动ꎬ 加大对贫困地区、 革命老区帮扶力度ꎬ 形

成了梯次推进、 全域联创新格局ꎮ 牢树问题导

向、 践行群众路线ꎬ 组织评选省级文明城市

(城区、 县城)、 文明单位ꎬ 对所有市县区进行

实地暗访测评ꎬ 推动各地关注民生、 破解难

题、 优化环境ꎮ 在全国 １００ 个地级提名城市年

度测评中ꎬ 蚌埠、 宣城、 淮北、 黄山、 安庆、
池州全部跻身前 ３０ 名ꎮ 全国文明城市马鞍山、
铜陵、 芜湖顺利通过复核ꎬ 全国县级提名城市

肥西、 巢 湖、 天 长、 当 涂、 宁 国 完 成 测 评

验收ꎮ
三、 农村文明创建有新进展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持续开展 “三线

三边” 环境综合治理ꎬ 推动治理工作拓展延

伸、 常态长效ꎬ 省内铁路、 公路、 江河沿线和

城市周边、 景区周边、 省际周边的脏乱差面貌

得到显著改善ꎮ 深化文明村镇、 文明集市、 星

级文明户创建ꎬ 制定完善乡规民约ꎬ 发挥村民

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

作用ꎬ 引导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 自我服

务ꎮ 巢湖市、 当涂县入选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示范点ꎬ 着眼乡风民风美起来、 人居环

境美起来、 文化生活美起来ꎬ 探索打造 “形神

兼备”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ꎮ
四、 文明风尚建设有新气象
推进社会征信体系建设ꎬ 定期公布诚信

“红黑榜”ꎬ 建成运行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

台ꎬ 出台 «不文明旅游行为记录办法»ꎮ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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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进校园、 进农村活动ꎬ 每校每村每年一场

戏ꎮ 开展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文明餐桌、 网

络文明传播行动ꎬ 深入推进 “讲文明 　 树新

风” 活动ꎮ 常态化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ꎬ

创新开展 “五带头、 五先锋” 党员志愿服务ꎬ
坚持 “月评十佳”ꎬ １５ 个集体和个人当选全国

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ꎬ 排名全国

第四ꎮ

特色活动

黄山市休宁县创立 “垃圾兑换超市”
黄山市休宁县流口镇流口村位于新安江源

头ꎬ 为减少生活垃圾污染新安江ꎬ 村委会首创

“垃圾兑换超市”ꎬ 鼓励村民从路边河边、 大街

小巷等地收集矿泉水瓶、 塑料袋、 农药瓶等垃

圾ꎬ 按照一定的数量标准在超市中兑换日常生

活用品ꎮ 休宁县文明委推广这一做法ꎬ 通过财

政补贴、 政策扶持和部分再生资源利用经费提

供运营保障ꎬ 调动了群众积极性ꎬ 有力地促进

了生态环境保护ꎮ
为了保障垃圾兑换超市的规范运转ꎬ 制定

完善管理制度和兑换制度ꎮ 实行 “镇出资村管

理” 的模式ꎬ 每周二定为垃圾兑换日ꎬ 由村两

委确定具体责任人ꎬ 做好垃圾登记和物品兑

换ꎮ 镇工作人员定期对垃圾超市的商品进行盘

点ꎬ 及时补充ꎬ 保障兑换ꎮ
通过发放致广大村民一封信和兑换回收项

目表ꎬ 告知村民什么垃圾兑换什么物品ꎬ 多少

垃圾兑换多少物品ꎮ 村民根据回收项目表内

容ꎬ 平时注意收集可回收垃圾送至垃圾兑换超

市即可兑换生活用品ꎮ 简单的两步既让村民得

到了实惠ꎬ 又保持了村庄的干净整洁ꎮ
村管理人员每星期二兑换结束后即对可回

收垃圾进行核查ꎬ 造册分类登记ꎬ 注明时间和

数量ꎬ 并进行可利用资源分类ꎮ 达到一定数量

后ꎬ 对可利用资源由镇工作人员联系废品收购

站回收ꎬ 并对废品收入登记入账ꎬ 作为采购物

品的资金ꎻ 不可利用垃圾及时转运至镇 (乡)
垃圾转运站ꎮ

在新安江源头垃圾管护资金、 村集体经济

资金、 村级运转经费、 可回收垃圾处理资金、
社会爱心人士捐助等补贴资金的基础上ꎬ 创立

扶贫 ｅ 站ꎬ 以土特产品销售利润反哺超市ꎬ 积

极探索以电商利润反哺为主、 政府补贴为辅的

资金筹措新模式ꎬ 确保 “垃圾兑换超市” 长效

常态运行ꎮ
休宁县 “垃圾兑换超市” 运营模式不仅增

强了源头地区群众守护绿水青山的行动自觉ꎬ
让百姓得了实惠、 推动了新安江源头的环境治

理ꎬ 同时发挥了密切干群关系的纽带作用ꎮ 从

清点垃圾到兑换物品ꎬ 村两委干部同群众面对

面交流沟通ꎬ 一方面ꎬ 主动了解群众诉求ꎬ 有

效解决群众困难ꎻ 另一方面ꎬ 及时听取群众建

议ꎬ 增强工作的针对性ꎬ 提升服务水平ꎬ 受到

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ꎮ

铜陵市铜官区 “道德银行”
打造志愿服务回馈体系

铜陵市铜官区幸福社区结合实际ꎬ 将社区

好人呼唤站、 “微公益ꎬ 微心愿” 平台、 党员

信访接待站等进行整合ꎬ 建成由社区、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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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幸福币、 爱心商家联盟四要素构成的道德

银行ꎮ 经过一年的积极探索ꎬ 幸福社区道德银

行运行有序ꎬ 成效初显ꎮ
社区负责道德银行的日常运作和统筹协

调ꎬ 具体有志愿信息采集、 项目设计、 志愿信

息发布、 志愿者招募、 爱心商家加盟认证和志

愿者嘉许回馈执行等ꎬ 通过采集信息、 设计项

目、 发布志愿活动ꎬ 组织、 指导和监督志愿

者、 社会组织开展志愿活动ꎬ 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社区服务缺位的问题ꎬ 使服务更加精细化、
人性化ꎮ

幸福币是道德银行发行的虚拟货币ꎬ 是志

愿服务和道德价值的标度ꎮ 参加志愿服务ꎬ 志

愿者将得到一定数量的 “幸福币”ꎬ 由志愿招

募单位记录在道德银行存折上ꎬ 成为志愿者自

身的 “道德资产”ꎮ 幸福币虽然不是货真价实

的钱币ꎬ 但却胜似钱币ꎬ 因为通常的钱只能购

买货物ꎬ 而幸福币却更像是一种信用机制ꎬ 货

币越多ꎬ 信用度越高ꎮ
志愿者是道德银行的储户ꎬ 是志愿服务事

业健康发展的关键ꎬ 是志愿服务嘉许制度的核

心ꎮ 志愿者通过志愿活动在道德银行开户储蓄

道德资产ꎬ 道德资产以幸福币的形式记录ꎮ 社

区根据志愿者在银行的道德资产总额对志愿者

进行精神嘉许ꎬ 如: 开展社区道德富翁、 幸福

偶像和星级志愿者评选ꎮ 同时ꎬ 接受志愿服务

的群体ꎬ 按照道德银行的要求ꎬ 要参与一次志

愿服务活动ꎬ 志愿服务施受双方互为主体ꎬ 形

成志愿服务反馈体系的闭环管理ꎮ
通过推进非公企业党建ꎬ 组建了爱心商家

联盟ꎬ 这些爱心商家都是道德银行的认证加盟

单位ꎬ 为道德银行提供折扣券、 会员卡、 附加

服务或实物商品等ꎬ 供志愿者持 “幸福币” 兑

换ꎬ 体现爱心商家的社会责任感ꎮ 商家通过道

德银行认证后ꎬ 成为爱心商家联盟成员ꎬ 通过

为志愿服务提供支撑ꎬ 一方面提升了企业形

象ꎬ 另一方面承担了社会责任ꎮ
作为社区 “储蓄爱心” 的一个场所ꎬ 道德

银行自开办以来就受到了广大居民志愿者朋友

青睐ꎮ 目前已有 １６００ 名志愿者成为银行储户ꎬ
１０ 余户社会组织为集体储户ꎬ 爱心商家联盟成

员单位也越来越多ꎮ

安庆市开展 “联勤执法”
安庆市推行文明创建 “２＋Ｘ” 联勤执法ꎬ

以城管和公安为主体ꎬ 以城市管理问题为主要

突破口ꎬ 按照 “执法主体不变、 管理交叉覆

盖、 信息资源共享、 职能优势互补” 的原则ꎬ
建立联勤执法运行机制ꎬ 开展常态化的巡查、
管控、 执法活动ꎮ

“联勤执法” 机制是提升执法权威和执法

效能的创新之举ꎮ 全市共组建 ４ 个大队共计

１６０ 余人的联勤执法队伍ꎬ 对城区主干道及火

车站、 汽车站周边违反城市治安管理、 市容管

理、 交通秩序等违法行为ꎬ 每天开展巡查、 管

控、 执法活动ꎮ 坚持铁拳治乱ꎬ 重治严管ꎬ 对

乱占乱摆、 乱停乱放、 乱修乱收、 乱运乱倒、
乱贴乱画、 乱拉乱挂、 乱排乱放等 ７ 个方面问

题进行集中联合整治ꎬ 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城市

管理 “老大难” “硬骨头” 问题ꎮ
按照 “３＋１＋Ｎ” 模式ꎬ 相对固定人员 (即

３ 名特警或治安民警、 １ 名交警、 该路段 １ 组城

管队员) 在 ４０ 个一级网格内进行巡逻ꎮ 利用

特巡警、 交警、 城管 ３ 支队伍在同一区域执法

以及执法、 执勤时间、 实效上的互补性ꎬ 优化

队伍ꎬ 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优势ꎮ
常态联勤ꎬ 交警、 特巡警、 城管巡逻组采

取高峰守点 (疏导交通拥堵)、 平峰巡线 (管
理治安和市容) 等方式开展巡逻ꎻ 动态联勤ꎬ
以专项突击性整治行动和法定节假日期间旅游

景点、 繁华商贸区的安保工作、 重点区域综合

整治、 校园周边秩序整治等工作为主要内容ꎬ
充分打破地域、 条线限制ꎬ 实行一体化运作ꎻ
特殊联勤ꎬ 根据特殊任务节点ꎬ 紧密结合城区

治安、 市容、 交通特点ꎬ 发起 “警察＋城管”
混编加强联勤模式ꎬ 联合开展综合执法、 街面

巡逻、 安全防控和市容秩序管控、 交通管理等

工作ꎬ 延伸防范为民触角ꎬ 全力压降街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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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ꎬ 深化交通治乱ꎮ
联勤办负责召集市公安、 城管以及各区分

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定期召开联席会议ꎬ
及时通报工作动态ꎬ 总结和研究解决存在问

题ꎮ 定期对联勤人员进行业务交叉培训ꎬ 确保

联勤 “有形有神”ꎮ 制定完善联勤案件办理流

程ꎬ 邀请法制部门就执法程序、 取证方法、 法

条适用等方面进行专题培训ꎬ 提高执法人员法

律素养ꎮ 坚持文明、 阳光执法ꎬ 推广说理式执

法和执法全过程跟踪记录ꎬ 树立执法公信ꎮ 依

托特警支队较为成熟的训练模式ꎬ 组织联勤参

与单位民警、 城管队员定期接受街面巡逻和突

发案 (事) 件先期处置技能培训ꎬ 提升共同应

对突发案 (事) 件的能力ꎮ

宿州市泗县推广乡贤志愿工作站
宿州市泗县于 ２０１４ 年在屏山镇彭鲍村设立

首个乡贤志愿工作站ꎬ ２０１６ 年广泛推开ꎬ 全县

１７１ 个行政村全部建立ꎮ “乡贤志愿工作站” 充

分发挥乡贤在村级社会治理中威望高、 口碑

好、 阅历多、 处事公的优势ꎬ 通过他们的一言

一行ꎬ 垂范乡里ꎬ 感染教化ꎬ 涵育文明乡风ꎬ
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ꎮ

乡贤志愿者往往从农村风俗的 “老理” 出

发ꎬ 从家庭的亲情入手ꎬ 调解农村家庭财产继

承、 婆媳不和、 婚姻矛盾等家庭问题ꎬ 大大减

少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发生ꎮ ２０１６ 年以

来ꎬ 泗县乡贤志愿者成功化解农村邻里宅基地

修建、 土地确权、 道路通行、 用水排水等邻里

纠纷 １９０ 余起ꎮ
乡贤志愿者积极协助村 “两委” 干部ꎬ 发

挥地缘、 人缘、 亲缘优势和道德力量ꎬ 化解邻

里 “小事儿” 和事关乡村和谐稳定的 “大事

儿”ꎮ 自成立那天起ꎬ 乡贤志愿者积极当好社

情民意 “代言人”ꎬ 坚持走访村民 ７０００ 多户ꎬ
就如何实施精准扶贫、 落实大病救助、 农村低

保等热点问题ꎬ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１０００ 多条ꎮ
乡贤志愿者定期深入村庄宣传农村环境整

治政策、 带头抵制农村一些陈规陋习ꎬ 倡导移

风易俗ꎮ 针对农村中存在的聚众赌博、 封建迷

信、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讲究排场、 盲目攀比

等陈规陋习ꎬ 乡贤志愿者从自己做起ꎬ 从自己

的家族和亲戚做起ꎬ 带头抵制和破除陈规陋

习ꎬ 积极宣传科学、 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乡贤志愿者通过定期列席村 “两委” 会议

的优势ꎬ 监督村庄规划、 发展乡村经济、 社会

发展方面的重大决策ꎬ 并提出意见建议ꎬ 维护

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ꎮ 泗县已有 １５ 个乡镇先后

组织乡贤志愿者ꎬ 对乡镇党委政府班子、 村

“两委” 以及与群众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乡镇

单位ꎬ 就干部的工作作风、 服务质量、 依法行

政、 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民主测评ꎮ
“乡贤志愿工作站” 的建立为关心下一代

工作开创了一条新路径ꎮ 他们与村关工委联手

互动ꎬ 以 “乡贤、 五老助关工” 为主ꎬ 入农

户、 进学校ꎬ 现身说法ꎬ 经常性开展理想信

念、 遵德守礼、 “三关爱” “安全教育” “传统

美德和社会公德” “留守儿童心理辅导” 等一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ꎬ 形成乡贤与 “五老” 德智

帮扶合力ꎬ 引领青少年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ꎬ 有力促进了青少年特别

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ꎮ

(安徽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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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福建省牢牢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ꎬ 用实践引领风尚ꎬ
用项目带动工作ꎬ 用创新驱动深化ꎬ 用品牌扩

大影响ꎬ 各项文明创建工作推进有序、 落实有

力、 成效明显ꎮ
一、 多举措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细落小落实
通过集中性组织与经常化开展相结合ꎬ 广

泛开展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主题系列活动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１ 主题活动影响广泛ꎮ 一是 “讲文明　 树

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有声有色ꎮ 大力落实 «公
益广告促进和管理办法»ꎬ 省属主要媒体、 全

国文明城市和地级提名城市主要媒体全年共刊

播公益广告报纸类作品 １８００ 余版ꎬ 期刊类作品

２００ 多版ꎬ 广播类作品超 １７ 万分钟ꎬ 电视类作

品超 ２０ 万分钟ꎮ 组织开展福建省原创公益广告

征集评选活动ꎬ 共评出优秀作品 ５６ 件ꎮ 二是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热在基层ꎮ 春节、 元

宵 “两节” 期间ꎬ 在全省部署开展迎新春系列

文化活动ꎻ 清明节期间ꎬ 组织全国文明单位及

培育对象百余名代表前往烈士陵园祭奠英烈ꎻ
中秋节期间ꎬ 举办 “为文明点赞” 文化惠民演

出活动ꎬ 凝聚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ꎮ 组织文明

单位参与 “福建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书画作品邀请展暨书画艺术扶贫活动”ꎬ 累计

认购 １４８ 幅作品、 捐资 ３１４ １ 万元ꎮ 三是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丰富多彩ꎮ 清明期

间ꎬ 组织未成年人参与全国网上 “清明祭英

烈” 签名寄语活动ꎬ 参与人次近 ２００ 万ꎮ 六一

期间ꎬ 组织参与全国 “学习和争当美德少年”
网上签名寄语活动ꎮ 七一期间ꎬ 举办全省 “童
心向党” 歌咏展演活动ꎮ 组织未成年人优秀童

谣征集传唱活动ꎬ 出版福建省优秀童谣集ꎮ 十

一期间ꎬ 组织参加 “向国旗敬礼” 网上签名寄

语活动ꎬ 参与人数达 ５８５ 万人次ꎮ
２ 先进典型示范带动ꎮ 一是模范好人传递

真善美ꎮ 全年共评出福建好人 １２０ 名ꎬ 中国好

人 ２４ 名ꎻ 编辑 «福建好人传 ２０１５ 卷»ꎬ 制发

道德模范宣传挂图 ８０００ 余册ꎬ 举办道德模范事

迹电视展播 «道德脊梁»ꎻ 承办全国道德模范

故事会基层巡演 ３ 场ꎻ 慰问生活困难道德模范

和美德少年 １６ 人ꎬ 发放慰问金 ４６ 万元ꎮ 二是

“最美志愿” 系列凝聚正能量ꎮ 评选出 “最美

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各 ３０ 个ꎬ 另有 ３
人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ꎬ ３ 个项目评为全国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ꎬ ４ 个志愿服务组织评为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ꎬ ４ 个社区评为全国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ꎮ 三是文明家庭引领社会风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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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户家庭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ꎬ 兰华雄家

庭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ꎮ 举办五好文明家庭评

选表彰暨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ꎬ 评选表彰 １０
户省五好文明家庭标兵、 １００ 户省五好文明家

庭、 １０ 户省 “十佳最美家庭” 和 １００ 户省 “最
美家庭”ꎮ

３ 公共服务利民惠民ꎮ 一是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稳步推进ꎮ 制定 «福建省 “十三五” 时

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规划实施方案»ꎬ 统筹

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全覆盖”ꎮ 组织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专项督查ꎬ 落实 “以奖

代补” 制度ꎬ 差别化下达年度运转经费ꎮ 召开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推进会暨骨干人员培

训班ꎬ 推进 ２０１６ 年度承建项目 ３４ 所ꎬ 安排 １２０
万元专项资金为承建校配送活动器材ꎮ 二是公

共文化服务进校园试点有序开展ꎮ “公共文化

服务进校园” 试点覆盖福州、 厦门、 漳州、 泉

州、 三明 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ꎮ 全年累计发布服

务项目 ６００ 多个ꎬ 共有 １７５ 个单位与 ４６５ 所学

校成功对接并组织 ５００ 多场次线下服务活动ꎮ
三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建设扎实有效ꎮ １２
个省级示范站点均高标准完成建设ꎬ 经常性开

展心理援助、 危机干预等专业化服务ꎮ 目前ꎬ
福建省 ９０％以上市、 县 (区) 通过省级资助、
自筹经费等多种形式建立未成年人校外心理健

康辅导站ꎬ 有效服务周边学校、 社区、 家庭未

成年人ꎮ
二、 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常态化

发展
始终注重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机制建设ꎬ 以

深化促落实ꎬ 以落实促完善ꎬ 用刚性机制保障

各类创建活动经常化、 常态化、 制度化ꎮ
１ 文明城市创建保持经常化ꎮ 一是常态推

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ꎮ 福州、 厦门、 漳州、 泉

州、 三明 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ꎬ 采取有力措施常

态化、 品牌化推进创城工作ꎬ 提升城市幸福指

数和社会文明程度ꎮ 如厦门市深化 “美丽厦

门共同缔造” 活动ꎬ 开展清洁家园、 美丽心

灵、 垃圾不落地等专项行动ꎬ 打造全国公共文

明行为典范城市ꎮ 二是分类指导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创建ꎮ 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地级提名城

市测评反馈会、 全国文明城市及提名城市创建

工作推进会ꎬ 督促各地加快整改测评中发现的

问题ꎬ 着力抓好公共环境、 公共秩序等创建重

点ꎮ 如莆田市开展 “文明城市大家说” 活动ꎬ
动员全民参与创城ꎻ 龙岩市坚持把薄弱点作为

创城的主攻方向ꎬ 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抓ꎮ 三是

组织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测评工作ꎮ 组织省级文

明城市 (城区、 县城) 年度测评工作 (含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ꎬ 委托各设区市文明

委对 ３５ 个县城进行年度测评ꎮ 测评工作突出便

民利民惠民导向ꎬ 重点实地测评与群众工作生

活密切相关的街道、 商业区、 社区、 背街小

巷、 市场、 餐饮店、 服务窗口、 车站、 医院等

项目ꎮ 四是建立督查暗访制度ꎮ 建立 “福建省

精神文明创建考评工作专家库”ꎬ 入库专家共

有 ２２３ 名ꎬ 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提供有力的人

才保障ꎮ 协同 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对对口帮建的

１１ 个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进行指导督查ꎬ 同

时依托福建东南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 ５ 个全

国文明城市进行暗访督查ꎮ 将党委 (党组) 意

识形态责任制和 “马上就办” 纳入精神文明创

建测评工作ꎬ 推动责任制落实到位ꎬ 形成良好

政风行风ꎮ 全面部署推行 “八不” 行为规范、
做文明公民活动ꎮ

２ 文明行业 (单位) 创建实施动态管理ꎮ
一是规范参评程序ꎮ 严格审核各地推荐申报的

最新一届省级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含学校、
社区、 风景旅游区) 名单ꎬ 取消 ４８ 个不符合

条件的参评单位ꎬ 进一步规范各单位参评范

围ꎮ 二是加强创建指导ꎮ 召开福建省全国文明

单位培育对象创建工作培训会ꎬ 对 ７９ 家培育单

位作专题辅导ꎬ 促进创建规范化ꎮ 省文明办组

织对省直 ４１ 家全国文明单位及培育对象进行初

评并作专门通报ꎬ 委托各设区市对辖区内的全

国文明单位及培育对象进行初评ꎬ 推动创建任

务落地落实ꎮ 组织省级文明行业 (单位) 初评

工作ꎬ 委托各设区市文明办组织对市级行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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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及省级文明行业示范点开展测评ꎮ 三是

完善奖励办法ꎮ 研究制定 «规范省级文明单位

文明奖金发放的实施办法»ꎬ 对省级文明单位

文明奖金的发放对象、 发放标准、 发放方式和

发放时间作出明确规范ꎬ 保障文明奖惩规

范化ꎮ
３ 文明村镇创建重点突出ꎮ 一是深化农村

社会风气治理ꎮ 召开福建省农村社会风气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工作会议ꎬ 总结工作方法和

成效ꎬ 推动工作深入开展ꎬ 晋江市在全国 “推
动移风易俗ꎬ 树立文明新风” 电视电话会议作

了经验介绍ꎮ 在全省扶持建设 １３ 个美丽乡村文

明建设示范村ꎮ 二是深化 “结对子种文化”
活动ꎮ 继续发挥 ２０ 家全国文明单位、 １０ 支省

志愿服务品牌队伍示范带动作用ꎬ 全面推进

“文明共建、 文化共享” 工作ꎮ
４ 文明旅游制度化扎实有效ꎮ 一是抓好部

门监管ꎮ 召开福建省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和

旅游行业服务监管暨文明旅游工作视频会议ꎬ
推进年度工作ꎮ 在春节、 元宵、 清明、 五一等

出游高峰ꎬ 部署文明旅游监管、 引导、 宣传工

作ꎬ 形成工作合力ꎮ 二是建设示范基地ꎮ 部署

文明旅游先行示范区域建设ꎬ 重点推进鼓浪

屿、 武夷山等 ７ 个旅游景区开展文明旅游示范

点建设ꎬ 打造文明旅游新高地ꎮ 三是抓好氛围

营造ꎮ 开展 “清新福建、 星光灿烂” 文明旅游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ꎬ 树立文明旅游正面典型ꎬ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ꎮ 举办 “弘扬长征精神　 传

承红色记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

旅游系列活动ꎮ 发行 «福建出境文明旅游简明

读本»ꎬ 印发 «文明旅游十大提示» 宣传折页ꎬ
制作出境文明旅游动漫宣传片和公益广告ꎬ 营

造文明出行良好氛围ꎮ
５ 志愿服务制度化扎实有效ꎮ 一是完善记

录管理平台ꎮ 启用、 推广福建省志愿者管理

“志愿云” 信息系统ꎬ 实现志愿服务记录的查

询、 转移和共享等功能ꎬ 目前已有注册志愿者

２２０ 多万、 公益组织 １２ ３ 万多个ꎬ 各类服务项

目 ２ ７ 万多个ꎮ 建立 “福建省志愿服务培训基

地”ꎬ 推动志愿者日常管理培训制度化ꎮ 二是

推动 “两工” 联动模式ꎮ 实施志愿服务记录制

度建设试点工作ꎬ 探索 “两工” 联动的 “一站

式” 和 “社区、 社工、 社会组织” 的 “三社

联动” 为基础的志愿服务模式ꎮ 组织推动建

设 ５０ 个省级 “志愿服务示范驿站”ꎬ 为群众

提供基本类、 特色类、 延伸式、 体验式等多

种规范化志愿服务ꎮ 三是扶持和发展社会服

务组织ꎮ 开展首届福建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ꎬ
推选一批优秀志愿服务项目ꎬ 并给予 ８０ 万元

资金扶持ꎮ
三、 打造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品牌
紧贴地方实情和文化资源ꎬ 持续创新精神

文明建设的内容形式、 载体项目ꎬ 做强品牌ꎬ
做大影响ꎬ 努力形成生动活泼、 富有创造性的

工作局面ꎮ
１ 持续深化 “骑行察看文明城市创建” 机

制ꎮ 推动各地进一步落实福建省文明办系统骑

车徒步检查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制度ꎬ 深入

背街小巷、 农贸市场、 街道社区、 网吧等场所

察看文明创建常态化水平ꎬ 反馈问题 ２００ 余件ꎬ
促进创建工作更加贴近群众需求ꎮ 各市、 县

(区) 结合文明城市季度测评、 日常督查等工

作ꎬ 全面推进骑行察看活动ꎮ 厦门市组建 “文
明创建暗访团”ꎬ 按照每月 １ 个专项、 每季度 １
个主题ꎬ 开展文明创建日常暗访督查工作ꎬ 重

点难点问题在 «厦门日报» 曝光ꎬ 并形成问题

清单直报相关部门及主要领导ꎮ
２ 大力推进 “五古丰登” 项目建设ꎮ 推动

各地加快落实 «福建省实施 “五古丰登” 行动

计划»ꎬ 加大对古街、 古厝、 古祠庙、 古树、
古桥等保护、 建设、 利用ꎬ 拓展基层宣传文化

新阵地ꎬ 传承乡贤文化ꎬ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ꎮ 扶持建设了 ２０ 个 “五古丰登” 活动省级

示范点ꎬ 各示范点均制定了年度活动实施方

案ꎬ 推动开展经典诵读、 文艺会演、 民俗表

演、 志愿服务等系列文明文化展示宣传活动ꎬ
引领群众学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ꎬ 树立文明新

风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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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着力打造 “福建省诚信建设信息公布综

合平台”ꎮ 依托 “东南网” 后台服务系统ꎬ 在

“文明风” 网开辟 “福建省诚信建设信息公布

综合平台”ꎬ 整合法院、 工商、 税务、 住建、
环保、 食药监、 质监等系统信用信息ꎬ 失信被

执行人栏目涵盖各级法院对外公布的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ꎮ 据福建省高院统计信息显示ꎬ 近

１０％的被执行人受失信公示威慑ꎬ 主动履行法

定义务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平台共发布信息 ７０００ 多条ꎬ
涉及曝光企业、 个人数量超过 １１０ 万ꎮ

特色活动

福建省推行 “八不” 行为规范、
做文明公民活动

为引导公民自觉克服和抵制不文明行为ꎬ
不断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水平ꎬ 弘扬新福建文明

风尚ꎬ ２０１６ 年福建省文明委在全省开展了推行

安全出行不违规、 垃圾分类不落地、 节俭用餐

不浪费、 红白喜事不奢办、 言谈举止不粗俗、
文明上网不低俗、 旅游观光不任性、 经济生活

不失信等 “八不” 行为规范ꎬ 做文明公民的

活动ꎮ
福建省文明委制定下发 «在全省推行 “八

不” 行为规范、 做文明公民活动的实施方案»ꎬ
举办推行 “八不” 行为规范、 做文明公民活动

启动仪式ꎬ 全面部署推动 “八不” 行为规范ꎬ
在全省掀起开展这一活动的热潮ꎮ

制定下发 «关于组织刊播 “推行 ‘八不’
行为规范” 公益广告的通知»ꎬ 对各地各部门

制作刊播 “八不” 行为公益广告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ꎬ 确保数量、 质量不打折、 不缩水ꎮ 各地

市结合自身特色ꎬ 集中创作一批群众喜闻乐见

的 “八不” 行为公益广告进行刊播ꎻ 积极发挥

主流媒体、 楼宇电视以及各类网站、 微信、 微

博等新兴媒体作用ꎬ 以专辑、 专版、 专题等形

式ꎬ 对推行 “八不” 行为规范情况、 先进典

型、 好经验好做法以及公益广告进行集中宣传

报道ꎮ 全省各地共刊播平面类公益广告 ２ ６ 万

余面ꎬ 视频类公益广告 １０００ 万余次ꎮ 充分发挥

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 文明行业、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等示范表率作用ꎬ 采取典型表彰、 红

黑榜公示、 惩戒、 示范引领等多种措施ꎬ 主动

作为、 突出重点、 将推行 “八不” 行为规范落

到实处ꎮ 各城市积极制定 “八不行为” 实施细

则ꎬ 提出量化的硬性指标ꎬ 特别是在深化诚实

守信行动上ꎬ 结合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ꎬ
严厉打击商业欺诈、 合同违法、 制假售假、 虚

假广告、 偷逃骗税、 学术不端等不良现象和失

信行为ꎻ 加大对环保领域存在的严重失信行为

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的联合惩戒力

度ꎻ 大力推广诚信商店、 诚信一条街、 诚信驿

站等ꎬ 营造诚实守信、 一诺千金的良好社会

环境ꎮ

厦门市打造 “社区书院” 品牌
厦门市整合资源、 拓展内涵ꎬ 创建集学习

教育、 文体活动、 群众议事和组织孵化于一体

的社区书院ꎮ
目前ꎬ 社区书院已建成 １ 家市级书院总部、

６ 家区级社区书院指导中心和 １１１ 家社区书院ꎬ
在书院的功能定位、 场所设置、 标识系统、 课

５８９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程资源、 管理模式等方面形成规范化标准ꎬ 建

立完善师资和课程资源库、 信息服务网站、 日

常运行管理机制ꎬ 构建起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

的服务体系ꎮ
规范社区书院课程设置ꎬ 构建 “４＋２＋１＋

Ｘ” 课程体系ꎮ 即: ４ 个常设讲堂ꎬ 依托社区

及街 (镇) 资源支持ꎻ ２ 个流动讲堂ꎬ 由市区

两级投送资源ꎬ 实行巡回开课ꎻ １ 个特色讲堂ꎬ
体现社区品牌ꎻ Ｘ 是若干社区群众性文化活动ꎬ
形成 “课堂＋活动” 模式ꎮ 市书院总部已设置

专题讲堂 ８０ 多个、 系列课程资源 ２０９７ 门ꎮ 社

区书院创建以来ꎬ 累计开课 ２６００ 多门次ꎬ 开展

活动 １ ２ 万多场次ꎬ 参与人数达 ３７ 万多人次ꎮ
根据各社区区位特点、 人口结构、 历史传

统、 文化底蕴等ꎬ 深入挖掘资源优势ꎬ 培育

“一村一品” “一区一特色” 等各类文化活动平

台载体ꎬ 打造群众喜闻乐见、 乐于参与的文化活

动品牌ꎬ 吸引居民群众走到一起、 互动交往ꎬ 增

进文化认同ꎬ 有力推进 “熟人社区” 建设ꎮ
以社区书院为阵地ꎬ 培育发展趣缘化社区

组织ꎮ 开设 “社区能人工作坊” “社区达人兴

趣班” 等特色讲堂ꎬ 成立各种兴趣小组、 爱心

人俱乐部、 研究协会等ꎬ 让更多居民在组织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ꎬ 自发、 自觉参与组织的各种

活动ꎬ 促进居民融入融合ꎮ
真正发挥居民群众的主体作用ꎬ 把社区书

院打造成为居民协商议事的新平台ꎮ 社区书院

设有协商议事厅、 居民事务调解室等ꎬ 建立楼

栋和生活小区议事机制ꎬ 完善社区事务协调

会、 听证会和社区民主监督评议委员会等会议

制度ꎮ 通过民主协商ꎬ 社区一些诸如乱停车、
占道经营、 违章搭盖等长期没有解决的矛盾和

问题得到有效化解ꎮ

漳州市实施 “五古丰登” 行动
漳州市通过大力实施 “五古 (古厝、 古

桥、 古街、 古树、 古牌坊) 丰登” 行动计划ꎬ
借物发力ꎬ 借形聚神ꎬ 激活了一大批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

文化场所 “活化石”ꎮ
制定 «漳州市古镇古村保护和整治实施意

见»ꎬ 编印 «漳州古代桥塔亭井» «漳州古代牌

坊古遗址» 等系列历史丛书ꎬ 推行 “一个项

目、 一名领导、 一套班子、 一个方案、 一抓到

底” 的工作机制ꎬ 先后投入 ５９ 亿元ꎬ 维修、
挖掘、 保护 “文庙府学、 东宋河、 江东古桥”
等 “五古项目” １００ 多个ꎬ 建设 １５３ 公里的闽

南文化生态走廊ꎮ 同时ꎬ 着力建设规范性 “五
古” 文化场所ꎬ 组织社会贤达运用 “五古” 文

化场所ꎬ 开展志愿宣讲活动ꎬ 开设市民讲堂ꎬ
宣讲中国梦、 道德故事ꎬ 组织中小学生开展中

华经典诵读ꎬ 举办市民读书活动及核心价值观

的图片展示等ꎮ
利用 “五古” 文化资源ꎬ 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ꎬ 开辟歌仔戏、 木版年画、 八宝印泥等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点和传习中心ꎬ 组

织开展地方戏曲会演展演ꎬ 举办灯谜艺术节、
书画艺术展、 大鼓凉伞、 舞龙舞狮等民俗活

动ꎮ 着力推进古城文化产业建设ꎬ 推出一批体

现核心价值观教育功能的影视、 曲艺、 书画、
文学等精品力作ꎮ 芗剧 «保婴记» 获得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 工程奖ꎮ
挖掘陈元光、 保生大帝、 三平祖师等历代

圣贤的朱子文化、 道周文化、 元光文化、 语堂

文化的价值内涵ꎬ 在古街、 古厝、 古庙、 古祠

堂等文化场所展示名人典故、 道德故事ꎬ 深入

开展 “家风家训进万家” 主题活动ꎬ 大力传承

和弘扬优秀家训家风ꎬ 彰显新一代孝子孝媳、
凡人善举、 道德模范、 劳动模范等典型事迹ꎮ

莆田市开展 “网络求真” 活动
莆田市委文明办、 莆田市志愿者协会立足

实际ꎬ 创新开展 “网络求真” 志愿服务活动ꎬ
发动网络文明志愿者对网络谣言及时、 清晰地

辟谣ꎬ 传播真实信息ꎬ 让真相 “跑” 在谣言

“开跑” 之前ꎬ 净化了网络空间ꎬ 创新了志愿

服务新品牌ꎮ
组建莆田市 “网络求真” 志愿服务队ꎬ 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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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初的 ６３９ 名发展到 １５００ 多名ꎬ 制定出台了

«关于组织开展 “网络求真” 志愿服务活动的实

施方案»ꎬ 明确了目标任务ꎬ 有效发挥各相关单位

的职能ꎮ 在东南网莆田站设立 “网络求真” 志愿

服务站ꎬ 授予莆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为 “网
络求真” 志愿服务点ꎬ 开辟 “网络求真” 专栏ꎬ
开办 “网络求真” 微信群ꎬ 及时发布真实的权威

的信息ꎬ 形成 “１＋１>２” 的效果ꎮ
“网络求真” 志愿者在各网络媒体上发现

谣言后ꎬ 及时通过微信群、 志愿服务站电话等

方式上报ꎮ 在收到求证消息后ꎬ “网络求真”
媒体志愿者采取电话查询和实地查验的方式ꎬ
联系相关部门ꎬ 查询信息来源ꎬ 求证信息真

伪ꎮ 自收到求证消息后ꎬ 东南网媒体志愿者在

２４ 小时内完成对事件真相的核实和真实信息的

采写ꎬ 确保每个求证的信息准确无误ꎮ
依托各类线上媒体平台ꎬ 迅速有效传播真

实声音ꎮ 东南网媒体志愿者第一时间将经过求

证的真实信息发布在莆田东南网 “网络求真”
专栏和微信公众号等权威平台ꎬ 凸显辟谣信息

公信力ꎮ 同时ꎬ “网络求真” 志愿者及时通过

单位的网站、 论坛以及个人的微信、 微博等渠

道转载ꎬ 带动广大群众参与转发ꎬ 提升传播几

何效应ꎮ 莆田小鱼网等本土热门商业网站迅速

跟进转载转发ꎬ 与官网官微同频发声ꎬ 扩大权

威信息覆盖面ꎮ
近两年来ꎬ “网络求真” 志愿服务活动共

及时澄清处理各种谣言及虚假信息 １４１ 起、
“网络求真寻人启事” 子栏目成功帮忙寻回

４５ 人ꎬ 社会反响良好ꎮ

龙岩市 “创城大妈” 志愿服务在行动
龙岩市组建 ５５ 支 “创城大妈” 志愿服务

队ꎬ 或劝导市民文明出行ꎬ 或清理街道垃圾ꎬ
或宣传创城知识ꎬ 或送爱心送温暖ꎬ 成为龙岩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亮丽风景线ꎮ
龙岩市以城区 ５５ 个社区为单位ꎬ 每个社区

均组建一支 “创城大妈” 志愿服务队ꎬ 每支队

伍由所在社区妇联主席任队长ꎬ 社区女党员、
女干部和广场舞大妈等居民群众共 ２０ 名妇女志

愿者组成ꎮ “创城大妈” 以促进文明和谐为主

要目标ꎬ 以弘扬美德、 传递温暖、 关爱他人、
服务社会为宗旨ꎬ 围绕 “宣传、 劝导、 关怀、
提升” ４ 个主题内容ꎬ 每周至少开展两次普法

及创城知识宣传、 环境卫生整治督导、 秩序维

护、 扶贫助困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把社会正能量

传播到千家万户ꎮ
采取 ５ 项保障措施ꎬ 规范有序、 持续有效

推进 “创城大妈在行动”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制定出台 «龙岩市 “创城大妈” 志愿服务队管

理办法»ꎬ 对 “创城大妈” 志愿服务队开展活

动的主要内容、 工作台账、 团队分工、 队务管

理、 志愿者考勤及考核激励机制等ꎬ 作出了明

确具体的规定ꎬ 确保志愿活动有章可循ꎻ 召开

全市 “创城大妈” 志愿服务活动推进会ꎬ 对志

愿服务队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ꎬ 提高 “创城

大妈” 志愿服务水平ꎻ 充分利用龙岩文明网、
文明办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平台ꎬ 加强对 “创
城大妈”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文明交通劝导活

动的宣传ꎬ 营造浓厚氛围ꎬ 不断提高 “创城大

妈”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覆盖面和参与率ꎻ 统一

服务标识ꎬ 为 “创城大妈” 统一定制志愿服务

标识和队服ꎬ 亮明 “创城大妈” 身份ꎬ 打响

“创城大妈” 品牌ꎻ 成立督查指导小组不定期

进行督导ꎬ 确保创城工作中 “创城大妈” 有声

音、 有形象、 有作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创城大妈” 志愿服务队开展文

明交通劝导、 普法宣传、 环境卫生整治督导、
维持秩序、 扶贫助困等志愿活动共计 １８００ 多

场ꎬ 月均直接或推动解决创城问题 １００ 余件ꎮ
通过 “创城大妈在行动”ꎬ 社区环境更加整洁

优美ꎬ 市民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更强ꎬ 孤寡老

人、 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关爱ꎮ

(福建省文明办供稿)

７８９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江西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江西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着眼凝魂聚力、 固本强基ꎬ 大力加强公民思

想道德建设ꎬ 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ꎬ 有力促进了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向前

发展ꎮ
一、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主题宣传教育ꎬ 坚定了干部群众的理

想信念
１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热潮ꎮ 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充分发

挥党委 (党组) 中心组的示范带头作用ꎬ 结合

“两学一做” 教育ꎬ 重点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视察江西工作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围绕 “十个深刻领会和正

确把握” “努力在弘扬井冈山精神上走在前

列”ꎬ 以及 «习近平总书记江西考察首次回访

调研报告» 提出的问题ꎬ 逐条出台措施ꎮ 各地

积极组织开展各种讲话学习宣讲活动ꎬ 创新宣

讲形式ꎬ 充分发挥民嘴讲堂、 小巷讲堂以及社

科大讲堂的示范作用ꎬ 培育一批基层宣讲典

型ꎬ 推动讲话精神进企业、 进农村、 进机关、
进学校、 进社区ꎮ 省直主要媒体刊 (播) 发学

习讲话精神重要稿件 １４０ 篇 (条)ꎬ 并在 “两
微一端” 推送、 转发近 ２０ 多万次ꎮ

２ 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

传教育ꎮ 广泛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实践活

动ꎮ 在全省范围内对主题活动进行专题部署ꎬ
以 “我的中国梦” 为主题ꎬ 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内容ꎬ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ꎬ 结合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 ９５ 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

年ꎬ 坚持集中与经常相结合、 网上与网下相结

合ꎬ 开展系列教育实践活动ꎮ 清明期间的 “祭
英烈网上签名寄语” 活动ꎬ 共有近 ５００ 万人参

加ꎮ 举办 “红色基因代代传———清明祭英烈井

冈在我心”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等活

动 ２８００ 余场次ꎬ 吸引 ２６０ 余万青少年参与ꎮ 团

省委先后组织了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等主题团 (队) 日活动

和全省第二届 “少年演说家” 大赛以及 “共筑

中国梦———网界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青春建

功中国梦” 等活动ꎮ
３ 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ꎮ 通过宣传解读、

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要求ꎬ 大力

营造弘扬井冈山精神的浓厚社会氛围ꎮ 省内重

点新闻网站原创或转载 «做井冈山精神的忠实

践行者» 等弘扬井冈山精神的主题图文稿件

１２０ 多篇ꎬ 浏览量超 １００ 万次ꎮ 全省各类网络

媒体通过网页、 “两微一端” 等发布弘扬井冈

山精神相关报道 ２００ 多条ꎬ 转评量 １ ７ 万余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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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覆盖 ２７６ 万人ꎮ 举办了 “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弘扬井冈山精神重要讲话” 座谈会和

“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集体备

课会ꎬ 深入全省各地宣讲井冈山精神百余场ꎬ
直接受众 １０ 万余人ꎮ 加强了红色资源保护利

用ꎬ 改进提升红色旧址、 纪念设施陈展ꎬ 讲好

江西红色故事ꎮ
４ 积极推进法治江西建设ꎮ 省文明委各成

员单位积极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

围ꎮ 省文明办把法治教育、 依法行政、 守法经

营等纳入了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创

建测评的重要内容ꎬ 并组织协调各地各有关单

位通过各级各类媒体、 公交站台、 电子显示

屏、 户外广告牌、 建筑围挡等媒介重点刊播法

治建设方面的公益广告ꎬ 宣传法治理念ꎬ 弘扬

法治精神ꎮ 省司法厅启动了法治宣传教育 “七
五” 规划ꎬ 依托全省 “百万网民法律知识竞

赛” 平台ꎬ 开展了 ７ 部法律知识的竞赛ꎬ ４２ 万

人次参赛ꎮ 共青团江西省委积极建设青少年法

治教育基地ꎬ 已在湖口县、 宁都县等地建立了

５２ 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ꎮ
二、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１ 着力打造 “好人文化” 风景线ꎮ 江西省

注重创新发掘好人机制ꎬ 持续推进 “身边好人

榜” 发布工作ꎮ 目前ꎬ 江西省已有 １０ 人当选

全国道德模范ꎬ 占全国当选总数的 ４ ６％ꎻ ４２
人获提名奖ꎮ 评选出全省道德模范 ７０ 人ꎮ ２０１６
年有 ５３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ꎬ 发布 “江西好

人” １３３ 人ꎮ 在全省基层广泛设立 “身边好人

榜”ꎬ 定期重点发布本地本单位的身边好人好

事ꎬ 年发布量超 ５０ 万人次ꎮ 在广泛深入选树典

型的基础上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重点部

署、 全力推动各媒体媒介全方位、 多角度、 立

体式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ꎮ 江西省级媒体均开

设了 “身边好人风采录” 专栏ꎬ 通过消息、 特

写、 通讯、 评论等形式宣传好人好事ꎮ “江西

网上好人馆” 正式上线运行ꎬ 打造了全省性的

好人电子档案平台ꎬ 在线展示江西省历年道德

模范、 身边好人的事迹和图片ꎮ 南昌、 赣州、
萍乡等地还建立了实体好人馆ꎬ 常年免费展出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先进事迹ꎮ 组织开展了全

省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先进事迹大型图片

巡展ꎬ 在各设区市巡回展出ꎬ 并同步进行手机

网上巡展ꎬ 近百万群众参与ꎬ 点赞留言 １０ 万余

条ꎬ 发放宣传册 ８ 万余份ꎮ 此外ꎬ 结合举办文

明健康艺术周、 社区联欢晚会、 百姓舞台等群

众性文艺活动ꎬ 形成 “白天看好人展览ꎬ 晚上

看文明演出” 的生动局面ꎮ ２０１６ 年起ꎬ 江西省

文明办还每季度举办全省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

人” 现场交流活动暨 “江西好人” 发布仪式ꎮ
全省近 ５０ 个全国和省级文明城市、 提名资格城

市率先打造一批好人主题公园、 文化广场或

“好人一条街” 主题街道ꎮ 在提升城市道德内

涵的同时ꎬ 潜移默化地推动好人精神入眼、 入

脑、 入心ꎮ 全省各地特别是基层县、 乡ꎬ 制作

了一大批 “身边好人榜” 和好人事迹流动展

板ꎬ 摆放在公园、 广场供群众参观ꎬ 并定期走

进各级学校、 机关、 军营、 社区等巡回展出ꎮ
各地在评选好人、 弘扬好人精神的同时ꎬ

还制定出台一系列帮扶资助、 优待礼遇办法ꎬ
解决好人实际困难ꎬ 彰显好人崇高地位ꎬ 积极

倡导崇德向善的社会导向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

明办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专项帮扶资金”ꎬ
２０１６ 年度直接帮扶 １５３ 人ꎬ 下拨资金 ７６ 万多

元ꎮ 以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出台

了 «江西省道德模范礼遇帮扶实施办法 (试

行) »ꎬ 包括 “出席庆典活动、 走访慰问、 免

费参观景区、 医疗保健、 免费乘车” 等 ５ 项礼

遇措施和 “资助日常生活、 就学费用、 医疗保

险、 优先办理低保、 志愿服务、 劳动就业” 等

７ 项帮扶措施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省委宣传部、 省

文明办联合省慈善总会正式发起成立了 “江西

省关爱好人基金”ꎮ 主要用于定向帮扶资助生

产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ꎮ 省委

宣传部、 省文明办还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 省

福彩中心开展了 “好人帮好人” 系列活动ꎬ 大

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和企业加入帮扶关爱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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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的队伍中ꎮ 全省有 ５０ 多万人参与了 “好
人帮好人” 系列活动ꎬ 开展大型公益活动 ４０
多场ꎬ 帮助身边好人解决困难 ３００００ 多个ꎬ 募

集善款 ３６０ 多万元ꎬ 救助帮扶各类困难群众 １
万余人ꎮ

２ 深入开展家庭文明建设系列活动ꎮ 江西

省部署开展了 ３ 个系列 １２ 项具体活动ꎬ 如 “寻
找最美家庭” “弘扬井冈山精神传承良好家

风” 活动ꎬ ３０ 户家庭被评为 “２０１６ 年全国最美

家庭”ꎬ 并组织开展了 “好家风好家训” 全省百

场巡讲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中央文明委隆

重表彰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ꎬ 龚全珍家庭等 ８ 个

同时组织开展了第一届江西省文明家庭评选表

彰ꎬ 最终有 ２０ 户来自群众身边、 得到群众认可

的先进典型家庭脱颖而出ꎮ
３ 扎实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ꎮ 省文明办下

发 «关于在 ３ 月 ５ 日前后集中开展 “学习雷锋

奉献爱心”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ꎬ 各级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开展法律、 文体、 科

技、 医疗卫生 “四进” 社区活动ꎬ 帮扶困难群

众近 ３０ 万人次ꎬ 并在江西日报、 江西广播电视

台集中宣传了一批优秀志愿者、 优秀志愿服务

组织、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优秀志愿服务社

区ꎮ 省委办公厅连续 ２ 年开展 “圆梦心愿活

动”ꎬ 省委领导带头参与环保、 扶贫济困等活

动ꎬ 青年志愿服务队荣获全省青年志愿服务优

秀组织称号ꎮ 省政府办公厅的志愿服务 ＱＱ 群

“卧龙岗 ９９９ 号”ꎬ 成立 １１ 个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ꎬ 学雷锋志愿者共 ５２９ 人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省直机关共有 ２ ５５ 万人次志愿者先后到 ４２ 个

生态文明帮建村ꎬ ９７ 个共建社区ꎬ ８５ 个扶贫

点ꎬ 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ꎬ
其中党政领导干部 １６５９ 人 (次)ꎬ 累计赠送法

律、 文化、 医疗卫生及科技等图书资料 １１ 万余

册ꎬ 举办讲座、 咨询与科技服务等 ８６３ 场ꎬ 江

西省有 ９ 个单位和个人入选了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ꎮ 积极筹建省志愿

服务联合会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要求的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基本规范ꎬ 依托 “江西志愿服务网”

建立了志愿者档案和志愿服务数据库ꎬ 并实现

了与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联网对接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在江西志愿服务网登记注册的志

愿者 达 ３９７ 万 余 人 ( 占 江 西 省 人 口 比 率

８ ６％)、 志愿组织 ２９９９７ 个ꎬ 累计开展志愿项

目 ９ 万余个ꎬ 累计奉献志愿时间 ６２４５ 万余

小时ꎮ
４ 齐抓共管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ꎮ 省文明

办联合省高院、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省工商

局、 省安监局、 省质监局、 南昌海关等单位ꎬ
全年共发布 ４ 期省级 “诚信红黑榜”ꎬ １０９ 家企

业荣登诚信红榜ꎬ ５２ 名严重失信被执行人和失

信企业被列入黑榜ꎮ 此外ꎬ 省文明委各成员单

位积极推动行业系统社会诚信建设ꎬ 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专项治理活动ꎬ 有效提高了全社会的

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ꎮ
５ 广泛覆盖开展公益广告宣传ꎮ 省落实国

家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在全国

率先出台了省级具体 “实施细则”ꎮ 省委宣传

部、 省文明办大力推动 “讲文明　 树新风” 公

益广告宣传ꎬ 打造了 “四个一” 的良好工作机

制ꎮ 一个协调机制ꎬ 即成立了省委宣传部、 省

文明办、 省网信办牵头ꎬ 工商、 通信、 新闻出

版广电等多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协调机制ꎮ 一

个共享平台ꎬ 即在江西文明网建立了省级公益

广告共享平台ꎬ 各类作品总下载量近 １２ 万次ꎮ
一项数据通报ꎬ 即省文明办定期收集各地各级

媒体公益广告刊播数据工作月报和季度报ꎬ 并

适时通报ꎮ 一项征集活动ꎬ 即每年面向社会征

集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原创作品ꎬ 建

立了内容丰富的省级公益广告备播资料库ꎮ 目

前ꎬ 全省形成了纵横联动的刊播网络ꎬ 实现了

全省公益广告宣传多层级联动、 各媒体互动、
全媒体覆盖ꎬ 社会反响良好ꎮ

三、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城乡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１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隆重召

开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 江西省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表彰大会在南昌召开ꎬ 会上ꎬ １４ 个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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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文明城市 (设区市 ２ 个ꎬ 县市区 １２
个)、 ９ 个文明城市 (县、 区) 提名城市、 １５３
个文明村镇和 １６００ 个第 １４ 届江西省文明单位

受到省委省政府隆重表彰ꎮ 大会系统总结和推

广了全国、 全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典型的

经验和做法ꎬ 进一步推进了全省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ꎮ
２ 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建设ꎮ 修订了江西省

文明城市的动态管理办法ꎬ 并下发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情况通报及推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的几点意见»ꎬ 文件对 «中央文明

办 ２０１５ 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和督查结果通报»
进行解读分析ꎬ 要求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

市认清形势ꎬ 下大力气解决存在问题ꎮ 同时ꎬ
江西省文明办重点抓了对萍乡等 ５ 个设区市、
瑞金等 ６ 个县市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日

常创建的指导督促ꎬ 加大了监督问责力度ꎬ 确

保创建工作长期抓、 抓常态ꎮ
３ 大力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移风易俗

工作ꎮ ８ 月 ４ 日ꎬ 省文明委召开全省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ꎬ 传达学习鹿心社同志的

重要批示精神ꎬ 省委宣传部、 省委农工部、 省

民政厅、 省公安厅、 省民宗局等 ５ 个单位分别

就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新农村建设、 文明绿色

殡葬、 治理农村赌博、 打击农村非法宗教活动

等工作做专项动员和部署ꎮ 启动了第 １４ 届江西

省文明单位的结对帮扶ꎬ 省级文明单位 “点对

点” 帮扶 １５８７ 个创建积极性较高、 工作基础

较扎实、 常住农户在 ５０ 户以上的自然村ꎬ 并力

争用 ３ 年时间ꎬ 按照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ꎬ 通

过先期规划、 中期检查、 末段考核ꎬ 改善村容

村貌、 保护生态环境、 培植富民项目、 帮建文

化和健身项目ꎮ 同时ꎬ 省文明办指导协调市县

两级文明单位开展结对帮扶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

底ꎬ 各级帮建单位已累计投入资金近 ６００ 万元ꎬ
援建各类农业产业、 公共设施、 文体设施等项

目 １９６ 个ꎬ 深受广大农村群众欢迎ꎮ 深入推进

了文明村镇创建活动ꎬ 充分发挥集镇对行政村

的辐射作用和带动效应ꎬ 评选表彰了新一批省

级文明村镇ꎮ
１０ 月 ２４—２５ 日ꎬ 江西省召开了全省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流动现场会ꎬ 传达贯彻全国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ꎬ 总结推广

南昌市等地家风建设的经验做法ꎬ 交流部署全

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ꎮ
４ 大力开展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创建ꎮ 开发

应用省级文明单位动态管理系统ꎬ 对现有省级

以上文明单位进行年度复查ꎮ 省文明办、 省公

安厅继续组织开展了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ꎬ
深入学校、 社区、 农村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活动

６００ 余场次ꎬ 举办各类文明交通主题班会、 体

验活动 ２００ 余次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１３ 万份ꎬ 张贴

宣传提示标识 ３ ２ 万张ꎮ 江西省文明办、 省交

通运输厅继续推进公路 “百姓满意服务区” 创

评ꎬ 全 省 高 速 公 路 服 务 区 参 与 覆 盖 率 达

９８ ６％ꎬ 按照 “一区一特色、 一路一品牌” 的

思路ꎬ 打造了庐山西海、 三清山、 吉安服务区

等一批星级服务区和特色品牌ꎮ
５ 组织开展全省公共文明指数年度测评ꎮ

江西省制定下发了 ２０１６ 年度市县公共文明指数

测评体系ꎬ 结合实际ꎬ 设置了能集中反映城市

公共文明水平的公共环境、 公共秩序、 公共设

施和服务、 未成年人工作、 公益广告、 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诚信建设制度化、
志愿服务制度化、 文明旅游、 特色加分共 １０ 个

测评类别ꎮ 抽调精干力量对全省 １１ 个设区市和

１００ 个县市区进行了实地测评ꎮ
６ 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ꎮ 江西省深化全

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ꎬ 积极

推进贫困地区 “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示范工程建设ꎬ 共帮建 ２０６ 个贫困村ꎬ 下拨资

金 １０３０ 万元ꎬ 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１ ２ 亿元ꎬ 完成了全省

农村直播卫星 “户户通” 建设任务ꎮ 全年公益

放映电影超过 ２６ 万多场次ꎬ 共为 １ 万个农家书

屋新增图书 ２８０ 多万册ꎮ
７ 切实抓好文明旅游工作ꎮ 江西省贯彻落

实 «省文明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作的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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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ꎬ 积极探索逐步建立公民旅游文明

信用记录ꎬ 完善诚信机制ꎮ 充分发挥红色旅游

景区在革命传统教育与传播旅游文明的突出作

用ꎬ 组织开展了 “传承红色基因ꎬ 推进旅游文

明” 主题活动ꎬ 组织省内红色旅游景区投入创

建文明旅游景区ꎬ 策划组织红色旅游夏令营线

路ꎬ 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公益志愿行动ꎮ 积极推

进 “为中国加分” 文明旅游公益活动ꎬ 组织文

明旅游宣传活动 ２０ 余场ꎬ 并在 “３１５” 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 “中国旅游日” 举办了文明旅

游宣传活动ꎮ
８ 创新推进网络精神文明建设ꎮ 建设管理

好江西文明网及所属微信公众号ꎬ “文明江西”
微信公众号上线仅半年ꎬ 关注数已达 ５３０００ 人

次ꎬ 发布、 推送微信近 １０００ 条ꎮ 合作开发并上

线运行了 “江西省文明单位动态管理系统”ꎬ
将 １６００ 余家省级以上文明单位纳入平台ꎬ 强化

了对文明单位日常动态监督的实时性和反馈跟

踪ꎮ 瑞金市注重发挥互联网与新媒体在宣传思

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ꎬ “文明瑞金”
微信公众号关注量已达 １０ 万余人次ꎮ

四、 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不断优化

１ 深入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和管理ꎮ
加强了对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 运行

的管理ꎬ 确保乡村学校少年宫建得好、 用得

上、 效益大ꎮ 推进 １６０ 个新增中央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建设ꎬ 累计争取经费近 ５０００ 万元ꎬ 有

效解决了 ２４ 个国定贫困县 １６０ 个乡镇未成年人

的课外活动场所ꎮ 目前江西已建成乡村学校少

年宫 ７９０ 所ꎬ 其中ꎬ 国家级 ４９０ 所ꎬ 省级 ３００
所ꎬ 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共 １ ６１ 亿元ꎬ 省级财政

支持 ７７００ 万元ꎮ 还结合本地优势ꎬ 挖掘乡土资

源、 特色文化ꎬ 丰富活动形式ꎬ 创办了很多具

有特色的活动项目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已成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事工程和响亮品牌ꎮ
２ 精心打造少儿文艺品牌ꎮ 围绕 “唱响中

国梦抒发童年梦想” 这个主题ꎬ 坚持多措并

举ꎬ 着力打造少儿文艺特色品牌ꎮ ３ 月 １４ 日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下发了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 “唱响中国梦” 少儿文艺活动的通知»ꎮ “六
一” 前后ꎬ 各地中小学、 幼儿园、 青少年活动

中心、 儿童活动中心、 青少年宫、 乡村学校少

年宫广泛开展了 “唱响中国梦” 少儿文艺活

动ꎮ ５ 月 ３１ 日晚ꎬ 全省 ２０１６ 年 “唱响中国梦”
六一少儿文艺会演在南昌举办ꎬ 来自全省 １１ 个

设区市的小演员们ꎬ 为 １０００ 余名观众呈现了歌

曲、 舞蹈、 童谣等形式多样、 精彩纷呈的节

目ꎬ 充分展示了江西省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和

艺术风采ꎮ 在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

动中ꎬ 江西省推荐的 ２ 件作品脱颖而出ꎬ 分别

获得一、 二等奖ꎮ
３ 启动文明校园创建ꎮ 江西省贯彻落实中

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

建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共

同组织研究出台了江西省文明校园考评 «细

则»ꎬ 对全省文明校园创建活动进行了安排部

署ꎬ 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围绕领导班子建设、 思

想道德教育、 活动阵地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 优美环境建设等方面开展工

作ꎬ 形成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热潮ꎮ
４ 切实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ꎮ 启动第

４ 届全省青少年心理导航系列活动ꎮ 利用省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中心ꎬ 交流和推广各地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经验和信息ꎻ 开展全省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宣传活动以及举办心

理素质拓展训练营ꎬ 切实推进省、 市、 县三级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的高效运行ꎮ 举

办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法与技能培训

班ꎬ 来自全省各地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中

心的 ２００ 多名心理健康教育辅导骨干参加了

培训ꎮ
５ 组织实施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未成

年人关爱工程ꎮ 江西省民政厅认真开展农村留

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ꎬ 牵头推动建立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和困境儿童保障机制体制ꎬ 对残疾、
患病、 失学辍学、 无户籍等农村留守儿童和弃

婴、 孤儿、 受艾滋病感染儿童等困境儿童ꎬ 给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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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有针对性的救助和关爱ꎮ 江西省妇联在全省

范围开展向社会力量购买妇女儿童公共服务项

目ꎬ 实施服务妇女儿童的公益项目ꎮ 江西省关

工委系统发动 ６ 万多名 “五老” 与农村留守儿

童结成对子ꎬ 开展帮扶帮教ꎮ 共青团江西省委

等部门为留守儿童群体开设的 “杜鹃花爱心小

屋” “七彩小屋” 不断扩展了覆盖面ꎮ
五、 着力强化阵地队伍建设ꎬ 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机制日趋完善
１ 建章立制注重奖惩并举ꎮ 江西省出台了

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和制度性举措ꎬ 完善了激励

和问责机制ꎬ 规范程序、 奖惩分明ꎮ 修订 «文
明城市动态管理办法»ꎬ 极大提高了各地创建

的积极性ꎮ «江西省道德模范礼遇帮扶实施办

法 (试行) » «江西省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

暂行办法› 实施细则» 等系列制度ꎬ 落实早、
措施实、 力度大、 制度完善ꎮ

２ 加强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管理ꎮ 江西省

进一步加大了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工作力度ꎬ
在各级文明办和税务部门的努力下ꎬ 全年文化

事业建设费入库额实现 １ ３３ 亿元ꎬ 为全省文化

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保障ꎮ
３ 切实提升队伍素质ꎮ 江西省着力改进精

神文明建设系统工作作风ꎬ 狠抓工作落实ꎬ 推

进党员干部党风廉政建设ꎮ 举办了全省文明办

主任培训班ꎬ 近 ２００ 人参加了培训ꎮ 同时ꎬ 省

文明办还指导各地举办了各类文明单位创建、
志愿服务、 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专项培训近

百次ꎬ 培训人员近 ２０００ 人ꎮ

特色活动

江西省大力关爱身边好人
江西各地在评选好人、 弘扬好人精神的同

时ꎬ 着力通过出台一系列帮扶资助、 优待礼遇

的办法ꎬ 解决了好人实际困难ꎬ 彰显了好人崇

高地位ꎬ 积极倡导崇德向善的社会导向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联

合省慈善总会正式发起成立了 “江西省关爱好

人基金”ꎮ 主要用于定向帮扶资助限于现有政

策规定难于享受有关奖励、 救助和帮助的生产

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ꎬ 帮扶坚

持 “覆盖全省ꎬ 涵盖一生”ꎮ
２０１６ 年以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的名

义出台了 «江西省道德模范礼遇帮扶实施办法

(试行) »ꎬ 包括 “出席庆典活动、 走访慰问、

免费参观景区、 医疗保健、 免费乘车” ５ 项礼

遇措施和 “资金帮扶、 就学费用、 医疗保险、
优先办理低保、 志愿服务、 劳动就业等” ７ 项

帮扶措施ꎬ 真正做到让道德模范经济上得实

惠、 政治上有地位、 生活上享关照、 社会上受

尊重ꎬ 弘扬了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ꎮ

江西省精心打造少儿文艺品牌
２０１６ 年ꎬ 江西省围绕 “唱响中国梦抒发

童年梦想” 这个主题ꎬ 坚持多措并举ꎬ 着力打

造少儿文艺特色品牌ꎮ
以举办电视 (网络) 大赛为载体ꎬ 组织开

展了全省性的原创少儿歌曲、 童谣、 舞蹈、 语

言表演、 器乐演奏等 ５ 大类别作品创作与展示

活动ꎬ 评选表彰和宣传推广一批弘扬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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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 富有童真童趣、 具有浓郁的地方

色彩和时代特色的优秀少儿系列作品ꎬ 深受广

大青少年喜爱ꎮ 全年共征集到各类别原创少儿

文艺作品 ３９０ 余件ꎬ 评出 １７４ 件获奖作品和 ３７
个组织工作奖ꎮ 在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征集推

广活动中ꎬ 江西 ２ 首作品脱颖而出ꎬ 分别获得

一、 二等奖ꎮ
联合江西电视台ꎬ 组成多个编导组ꎬ 深入

各地遴选优秀少儿节目进行精心打磨ꎬ 连续 １２
年推出了高质量 “庆六一少儿文艺会演精品晚

会”ꎬ 得到同台观看演出的省领导和少年儿童

充分肯定、 高度评价ꎬ 在全社会产生了极其热

烈的反响ꎮ
会同省教育厅举办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成果展示活动ꎬ 共设置了书法、 围棋、 乐器

表演、 陶艺制作等 ７ 大类别比赛和展示ꎬ 近 ８０
支代表队 ３００ 多名学生代表参加ꎬ 有力推动了

未成年人社会责任感、 法治意识、 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江西省建

成 ７９０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基本覆盖了全省 １１
个地市所有县 (市、 区)ꎮ

(江西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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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战线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贯彻

落实中央文明委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ꎬ 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深化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ꎮ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推进
在深入开展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三大创建活动的基础上ꎬ 启动文明家庭、 文

明校园创建活动ꎮ 通过审核材料、 部门评价、
实地考察、 电话调查等形式ꎬ 对 １７ 市和 １３ 个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县 (市) 进行考核测评ꎬ 将

成绩名次通报全省ꎮ 举办培训班ꎬ 组织创城工

作经验交流ꎬ 指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向着常态

长效、 提升公众文明素养推进ꎮ 立足文明行

业、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深化创新ꎬ 组织专题调

研ꎬ 研究制定工作方案ꎬ 完善山东省精神文明

建设网络信息管理系统ꎬ 利用互联网平台及大

数据加强对省级文明单位的管理ꎮ 表彰全省文

明村镇 １９６２ 个、 文明单位 ６４８９ 个、 文明社区

１２４０ 个ꎮ 组织开展首届 “文明家庭” 评选活

动ꎬ 召开全省文明家庭表彰大会ꎬ 部署开展

“美在我家” 主题活动ꎮ 下发通知ꎬ 明确创建

标准和评比细则ꎬ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在全省中

小学校全面展开ꎮ
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持续发力
组织全省大型调研活动ꎬ 系统总结过去 ５

年的工作成效及其规律经验ꎬ 对十三五期间乡

村文明行动进行深度谋划ꎬ 起草 «关于进一步

深化乡村文明行动的实施意见»ꎬ 以省委省政

府两办文件下发ꎮ 通过媒体宣传、 电话调查、
第三方暗访、 联席会议督导、 考核通报等多措

并举ꎬ 持续强力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ꎬ 首批通

过国家十部委组织的农村垃圾集中治理验收ꎬ
提前 ５ 年完成国家任务ꎬ 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ꎮ
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现场推进会ꎬ 组织实地督

查ꎬ 开展全省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ꎬ 涉及的

１３８ 个县 (市、 区、 高新区) 目前全部高标准

完成 规 划ꎬ 整 改 ８２６７ 处ꎬ 排 查 问 题 完 成

率 ６９％ꎮ
移风易俗工作不断深化
召开移风易俗现场推进会、 工作座谈会ꎬ

组织随机抽查ꎬ 推进红白理事会和纳入村规民

约两个村村全覆盖ꎬ 目前成立农村红白理事会

８ ６ 万余个ꎬ 农村群众对移风易俗工作满意率

达到 ９５％ꎮ 山东省被中央文明办定为试点省

份ꎬ 在全国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

话会议上作为唯一省份作了经验交流ꎬ 中央媒

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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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了集中宣传ꎮ 新农村新生活培训累计受

训人次 ４４７ 万ꎬ 建设第四批乡村文明家园 ３００
个ꎬ 组织微电影大赛ꎬ 拍摄农村改厕等电影在

农村院线发行ꎬ 省级主要新闻媒体刊发稿件

１６０ 余件ꎬ 形成浓厚社会氛围ꎮ
“山东好人”、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广泛

开展
健全完善山东好人选树省市县三级联动机

制ꎬ 坚持每月一评山东好人ꎬ 每周推出一个山

东好人之星ꎬ 大众日报、 山东电视台、 大众网

进行宣传ꎬ 在此基础上ꎬ 评出年度人物ꎬ 举行

颁奖典礼ꎮ 全年共推出 “山东好人” ７０９ 名、
“山东好人之星” ５２ 名ꎮ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好

人线索 ４４０ 多万条ꎬ 有 １７６ 名 “山东好人” 入

选 “中国好人榜”、 ３６ 人当选 “好人 ３６５” 封

面人物ꎬ 承办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
开设好人宣传专题专栏、 建设好人广场ꎬ 广泛

宣传、 关爱道德榜样ꎬ 营造了向上向善的良好

氛围ꎮ
志愿服务行动深入推进
持续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指导各

级党政机关和文明单位建立志愿服务组织ꎬ 推

动共产党员到社区报到、 进社区服务ꎬ 带头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ꎮ 省及各地成立志愿服务协

会、 联合会ꎬ 利用山东志愿服务网ꎬ 开展志愿

服务宣传、 志愿者注册、 志愿服务项目发布ꎬ
全省注册志愿者达 ６００ 余万人ꎬ 志愿服务领域

和覆盖面日益扩大ꎮ 推选宣传全省最美志愿

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先进典型共 ４００ 个ꎬ 其中

有 １５ 个入选全国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

型名单ꎮ
文明素养提升工程全面铺开
召开座谈会推广威海经验ꎬ 在全省集中

开展文明出行专项行动ꎬ “向不文明行为说

不”ꎬ 重点治理乱插队、 乱闯红灯、 乱扔垃圾

等不文明行为ꎮ 开展好客山东 “文明旅游ꎬ
文明待客” 主题活动ꎬ 发布 «山东省文明旅

游 １００ 条» 和 «山东省文明待客 １００ 条»ꎬ 组

织美德游客和文明使者评选、 文明旅游宣传

进社区、 “文明旅游我最美” 系列公益行动ꎬ
对 １７ 市文明旅游工作进行暗访督查ꎬ 推动各

地把文明旅游的要求落实到基层和游客ꎮ 诚

信建设深入推进ꎬ 荣成、 宁津、 曲阜等地积

极探索建立社会征信体系ꎬ 产生了很好的实

际效果ꎮ 公益广告宣传工作制度进一步健全ꎬ
每月调度情况ꎬ 每季度进行通报ꎬ 公益广告

宣传形成新热潮ꎮ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加强
广泛组织网上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

年、 “童心向党” 歌咏、 向国旗敬礼等多种形

式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举办第三届 “国学

小名士” 经典诵读电视大赛ꎬ 全省设立 ９００ 多

个海选点ꎬ 有 １００ 多万学生参与了经典诵读和

各级选拔比赛ꎬ 在广大中小学生中形成了学国

学、 用国学的热潮ꎮ 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７８
所ꎬ 实现了省级以上项目乡镇全覆盖的目标ꎬ
组织开展全省第二届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示

活动ꎬ 通过层层举办乒乓球、 书法比赛ꎬ 有效

带动其他各项活动的开展ꎬ 提升了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管理使用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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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移风易俗全面铺开、 形成热潮
山东省文明办围绕 “文明节俭、 群众满

意” 的要求ꎬ 以遏制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为着

力点ꎬ 积极推行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 厚养薄

葬ꎬ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ꎮ 全

省村 (居) 建立 ８ ６ 万余个红白理事会ꎬ 基本

实现红白理事会、 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的全

覆盖ꎮ ２０１６ 年第三方机构全省农村随机调查

中ꎬ 实地发出 ５０００ 余份问卷ꎬ ８３ ４％的受访者

感受到了移风易俗带来的明显变化ꎻ 年底电话

随机访问 ２ ８ 万户ꎬ 群众满意率达到 ９５％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山东省被中央文明办定为全国两

个移风易俗工作试点省份之一ꎬ 工作经验在全

国推广ꎮ
２０１６ 年山东省移风易俗工作不断深化ꎬ ７

月ꎬ 省委省政府在莱芜市召开省市县三级电视

电话会议进行再动员部署ꎬ 提出 “一二三四”
的工作要求ꎬ 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在全省全面铺

开ꎮ 一个重点即: 遏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铺

张浪费ꎻ 两个全覆盖即: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ꎬ 全省

所有村 (居) 普遍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ꎬ
普遍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并切实发挥作用ꎻ 三项

原则即: 正面引导、 建设养成、 群众自觉ꎻ 四

种关系即: 习俗与低俗、 传承与创新、 治标与

治本、 疏与堵ꎮ ８ 月在济南召开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综治办等 ２０ 个部门参加的全省乡

村文明行动移风易俗工作联席会议ꎬ 发布 «全
省乡村文明行动移风易俗工作方案»ꎮ ９ 月又在

巨野县召开现场会进行调度推动ꎮ １１ 月全国推

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后ꎬ 全

省贯彻会议精神又掀起新的热潮ꎮ

为做好移风易俗的宣传工作ꎬ 山东在各级

新闻媒体设立专题专栏ꎬ 新媒体联动宣传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省级媒体集中宣传了 ３１ 个先进典

型ꎬ 制作播出一批移风易俗公益广告ꎮ 分故事

片、 纪录片、 公益片三类开展移风易俗微电影

征集ꎬ 拍摄乡村文明系列影片在全国院线放映

６０ ８７ 万场次ꎬ 其中 «婚丧嫁娶树新风» 在全

国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院线自制电影订购排行榜中位

列第 １ 名ꎮ 将移风易俗作为农村道德讲堂和

“新农村新生活” 培训的必讲内容ꎬ 累计培训

６ ４ 万期ꎬ 培训农村妇女 ６６８ 万人次ꎮ 发送

“厚养薄葬是真孝、 移风易俗惠民生” “厚养薄

葬就是孝ꎬ 随礼不坐席才是情” “举债攀比不

如携手创业、 生前尽孝胜过逝后铺张” 等公益

短信 ３０００ 余万条ꎮ 大力推进四德工程建设ꎬ 广

泛开展山东好人、 美在家庭等评选活动ꎬ 用身

边榜样教育群众ꎬ 用孝老爱亲、 孝悌和睦家风

带动移风易俗新风ꎮ

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有序推进
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是深化城乡环卫一

体化、 改善城乡环境面貌、 建设美丽山东的重

要举措ꎬ 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文明山

东、 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ꎮ 作为城乡环卫一

体化工作的延伸ꎬ ２０１６ 年由省文明办、 省住建

厅牵头ꎬ 推进铁路沿线综合整治ꎬ ５ 月份ꎬ 以

省委、 省政府两办文件印发 «关于开展全省铁

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确定

用 １ 年半左右时间对全省铁路沿线环境进行综

合治理ꎬ 基本消除铁路沿线脏乱差现象ꎬ 宜林

地段绿化率达到 ９５％以上ꎬ 全力打造绿色生态

长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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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省委、 省政府召开铁路沿线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电视会议ꎬ ８ 月ꎬ 制定下发

了 «全省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大

纲» 和 «全省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指

南»ꎬ 明确了每一类环境问题治理的内容、 措

施、 标准ꎬ 确保治理工作高标准推进ꎮ １２ 月ꎬ
省委、 省政府又在青岛、 荣成召开全省铁路沿

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现场推进会ꎬ 通报全省工

作情况ꎬ 组织各地学习先进市、 县经验ꎬ 对治

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ꎮ
省级层面ꎬ 建立了两名省委常委 (分管省

长、 宣传部部长) 亲自抓ꎬ 省城乡环卫一体化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工负责ꎬ 省文明办、 省住

建厅、 济南铁路局三部门具体负责的工作体

制ꎮ 在市、 县 (市、 区) 层面ꎬ 建立了党政主

要负责人抓总、 分管市领导和宣传部部长亲自

抓、 城管 (住建) 会同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

作体制ꎮ 良好的工作体系ꎬ 为推进工作奠定了

坚强的组织基础ꎮ
２０１６ 年年初ꎬ 在济南铁路局全面摸排及新

闻媒体排查的基础上ꎬ 形成了全省铁路沿线环

境问题清单ꎬ 并对清单上的问题实行销号管

理ꎮ 建立省城乡环卫一体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包市督导制度ꎬ １５ 个成员单位分工负责 １７ 个

设区市的督导工作ꎬ 由部门负责人带队ꎬ 每两

个月至少督导一次ꎬ 对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

改ꎮ 建立调 度 通 报 制 度ꎬ 定 期 对 各 市、 县

(市、 区) 工作情况进行调度统计、 打分排名ꎬ
并通报全省ꎮ 四是验收奖励机制ꎮ 下发 «山东

省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验收办法»ꎬ 明

确了验收标准、 程序和要求ꎬ 确定由第三方机

构负责ꎬ 对完成治理任务的县 (市、 区) 逐个

进行评估验收ꎬ 对提前通过验收的县 (市、
区) 给予奖补ꎮ

组织山东卫视深入采访铁路沿线环境脏乱

差问题ꎬ 并到江苏、 浙江等省采访铁路沿线环

境治理工作ꎬ 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反映我省铁路

沿线环境问题并与先进省份相对照的电视专题

片ꎬ 在全省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电视会议上

进行播放ꎬ 对激发各地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发挥

重要作用ꎮ

举办山东省第三届 “国学小名士”
经典诵读电视大赛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山东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
团省委、 省妇联、 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 山

东广播电视台、 省诗词学会等 ９ 部门联合举办

山东省第三届 “国学小名士” 经典诵读电视大

赛ꎮ 比赛面向全省中小学生ꎬ 以 “诵读经典　
传承美德” 为主题ꎬ 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

典文学篇目、 中华传统美德和礼仪常识为主要

内容ꎬ 着重考察选手对内容的理解和运用ꎬ 进

一步带动校园经典诵读活动形成新热潮ꎮ 比赛

分校园选拔、 县级海选、 市级比赛、 夏令营选

拔、 省级比赛 ５ 个阶段进行ꎬ 设置国学知识抢

答、 火眼金睛、 心有灵犀、 同心协力、 诗词推

敲、 针锋相对等环节ꎬ 融知识性、 竞争性和娱

乐性为一体ꎬ 营造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浓厚氛围ꎬ 有力推动了国学经典在青少年学生

中的广泛传播ꎮ 电视大赛节目播出后ꎬ 举办观

后感征文活动ꎬ 全省中小学生结合自身学习生

活经历ꎬ 从节目内容形式的启发感受、 社会问

题的思考感悟、 学习经典传承美德的打算建议

等方面撰写观后感ꎬ 进一步扩大了活动影响、
延长了学习半径ꎮ 在电视大赛的带动下ꎬ 各地

中小学校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经典诵读活动ꎬ 学

生们建立国学社团、 参与公益活动ꎬ 形成了学

习经典、 践行美德的活动热潮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参赛选手们以 “国学小名士” 为名建立的校园

国学社团达 ５００ 多个ꎬ 参与的公益活动近 ３ 万人

次ꎬ 直接影响和带动周边人群超过 １００ 万人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
乡镇全覆盖

２０１６ 年ꎬ 山东省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 ７８ 个ꎬ 实现了全省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省

级以上项目的全覆盖目标ꎮ 举办全省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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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示活动ꎬ 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整体管建水平进一步提升ꎮ 在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建设和使用中ꎬ 涌现出很多好经

验好做法ꎬ 淄博市 “三个一” (即让每一个孩

子普遍掌握一种文艺特长、 拥有一种体育技

能、 传承一项文化项目) 标准化提升工程、
临沂市 “一校一品” 建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为期 ３ 年的全市乡村学校少年

宫标准化提升工程顺利完成ꎬ 淄博市乡村学

校少年宫在全国、 省、 市各级比赛中ꎬ 荣获

各类奖项 ２３０ 余个ꎬ 走出了一条从建设、 提

升到规范发展的新路子ꎮ 临沂市大力倡导

“一校一品” 特色建设之路ꎬ 通过多年的提倡

和发展ꎬ 涌现出了以蒙阴县旧寨乡小学感恩

教育为代表的品德建设、 以罗庄区高都小学

科技发明创造为代表的特色技能、 以沂水县

高桥镇初中手绣为代表的社会实践等三大主

题的特色类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山东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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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坚持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ꎬ 坚持务实为民、 强化内涵ꎬ 坚

持统筹兼顾、 改革创新ꎬ 唱响主旋律ꎬ 弘扬正

能量ꎬ 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ꎮ
一、 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扎实有效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ꎬ 以 “践行价值观、 文

明我先行” 为主题ꎬ 建设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示范点 ６０ 个ꎬ 会同河南省委政法委、 省委省直

机关工委、 省公安厅、 省商务厅、 省工商局、
省旅游局等部门继续深化 “六文明” 专项行

动ꎬ 在全省广泛开展 “三亮三评” “全民敬业”
“全民守礼” “我为正能量代言” 等实践活动ꎬ
广泛开展 “传承好家训、 建设好家风” 活动ꎬ
网上网下互动开展 “暖暖新年” 等节日系列活

动ꎬ 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日

常生活、 进一步落地落实ꎮ 成功举办第 ６ 届河

南省公民道德论坛ꎬ 深入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

传ꎬ 涌现出燕振昌、 许帅、 李江福、 王锋等一

批先进典型ꎬ 推出 １００ 名河南好人ꎬ ８３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承办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

巡演ꎬ 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三巡六进”
活动ꎬ 走访慰问模范好人 ９０６５ 人ꎬ 向善向上的

力量日益强劲ꎮ 持续推进公益广告创作宣传ꎬ

全省新增标志性公益广告牌 ４４００ 多块ꎬ 新建主

题公园广场 １３０ 多个ꎬ 建设农村文化墙 ２１００ 多

个ꎬ 积极打造 “满眼都是价值观” 的街头正

能量ꎮ
二、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全面提升
认真组织 ２０１６ 年度河南省文明城市、 文明

村镇、 文明单位评选和全国文明城市、 县级提

名城市暗访测评ꎬ 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宣

传ꎬ 创建工作水平不断提升ꎮ 目前省级提名以

上文明城市的市县占比达到 ８０％以上ꎬ 社会文

明程度明显提高ꎮ 会同河南省委农办、 河南省

财政厅ꎬ 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

交流会ꎬ 出台激励文明村镇建设的政策措施ꎬ
实施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示范村建设ꎬ 文

明村镇创建积极性空前提升ꎮ 加强文明单位动

态化管理ꎬ 充分发挥文明单位在文明城市创建

中的示范带动作用ꎬ 加大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帮扶力度ꎬ 全省 ２０９３１ 个文明单位对 １５２７５ 个

村进行了结对帮扶ꎬ 在全省逐步形成了 “三大

创建” 良性互动、 相互促进的大创建格局ꎬ 形

成了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 全面创建的生动局

面ꎮ 认真做好首届全国文明家庭申报推荐ꎬ １４
个家庭当选ꎮ 认真贯彻全国推动移风易俗、 树

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精神ꎬ 会同河南省科

技厅、 省文化厅、 省卫计委、 省科协等部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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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１０ 项系列活动ꎬ 文明乡风建设初见成效ꎮ
三、 学雷锋志愿服务亮点频出
会同河南省委组织部组织开展 “做志愿表

率、 为党旗增辉”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ꎬ 参与党

员 ７０ 万人次ꎬ 受益群众 ４００ 万人次ꎮ 广泛开展

“文明河南我先行、 聚力点亮微心愿” 活动ꎬ
全省参与志愿者 ９ 万余人ꎬ 完成 “微心愿” ８
万个ꎬ 深受基层群众欢迎ꎮ 启动志愿服务培训

基地建设ꎬ 培训志愿者 ５ 万人次ꎬ 推动全省志

愿服务工作更加规范、 有效ꎮ 新建 ５５ 个 “文
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ꎬ 完善志愿服务微信平

台ꎬ 推动志愿服务供需服务有效对接ꎮ 积极推

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坚持在队伍专业化、 活动

品牌化、 服务信息化上下功夫ꎬ 推动形成 “有
时间做志愿者、 有困难找志愿者” 的良好氛

围ꎮ １６ 个志愿服务组织、 社区、 项目和个人入

选全国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ꎮ 河南博物院和

兰考焦裕禄纪念馆被评为全国公共文化设施志

愿服务示范点ꎬ 已有 ６ 个单位、 ６ 名个人被中

宣部命名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岗位学雷

锋标兵ꎮ
四、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进一步优化
认真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宣传ꎬ 进一

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实践活动ꎬ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ꎮ 开展第八届 “河
南省美德少年” 选树宣传ꎬ 推选 ５０ 名河南省

美德少年ꎬ ３ 人入选全国美德少年ꎮ 组织开展

暑期文化市场集中整治行动ꎬ 为广大未成年人

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ꎮ 会同河南省教育厅、
财政厅大力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完善项

目库ꎬ 积极争取中央资金、 筹集省财政专项资

金 ８２９０ 万元ꎬ 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２０７ 所ꎻ 对

２０１３ 年以来建设的 ６８９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发放

运转补助经费ꎬ 为广大农村少年儿童参加课外

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ꎮ
五、 诚信建设、 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和网络文明传播工作常态常新
会同河南省发改委、 河南省高法等 １５ 个部

门组织 “诚信ꎬ 让河南更出彩” 主题活动和

２０１６ 年度诚信 “红黑榜” 发布ꎬ 对全省文明单

位的失信被执行人进行全面排查ꎬ 诚信建设制

度化深入推进ꎮ 会同河南省旅游局组织开展纪

念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系列活动和文明景

区推介、 “寻找最美导游” “文明旅游看河南”
宣传活动ꎬ 涌现韩滨、 董亚娜等典型ꎬ 文明旅

游氛围日益浓厚ꎮ 会同河南省公安厅举行 “河
南文明交通安全月” 集中宣传教育ꎬ 文明交通

意识明显增强ꎮ 办好文明河南 “两网三微”ꎬ
及时反映工作动态ꎬ 文明网站考评排名全国第

四ꎬ 文明河南官方微博荣获 “２０１６ 年度河南政

务微博创新应用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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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河南省用公益广告弘扬正能量

涵养新风尚
河南省文明办以鲜明的导向、 精美的制

作、 大力度的传播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

移默化、 润物无声地做到老百姓身边、 老百姓

心里ꎮ
采取集中创作、 委托设计、 公开征集三种

方式ꎬ 不断丰富公益广告作品库ꎮ 围绕重大活

动、 重大题材进行集中设计和制作ꎮ 如推出的

“文明河南” “焦裕禄精神” “中原传统文化”
等系列公益广告ꎬ 高度契合时代精神ꎬ 具有鲜

明价值导向ꎮ 委托设计就是依托艺术院校和设

计团队ꎬ 围绕道德规范、 诚信建设、 志愿服务

等主题创作系列作品ꎮ 目前已委托设计 １４ 批

次ꎬ 推出的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明行为规

范等漫画形式系列作品ꎮ 长期开展有奖征集ꎬ
每年组织一次集中评奖ꎬ 不断推出优秀作品ꎮ

注重新老媒体在公益广告宣传中的融合互

动ꎬ 实现主流媒体刊播力度与网络媒体传播广

度有机结合ꎮ 每幅公益广告一经主流媒体刊

发ꎬ 就会同步刊播到全省各种报纸、 电视、 互

联网媒体和官方微博、 微信、 客户端ꎬ 特别是

在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和七一、 十一等重要节

点ꎬ 更是做到全省上下集中刊播一个主题、 唱

响一个声音ꎮ 把公益广告宣传与基层文化阵地

建设、 中原文化大舞台建设、 家风文化建设等

结合起来ꎬ 把主流价值理念融入学校课堂、 文

化大院ꎬ 嵌入春联、 台历、 歌谣、 家训ꎬ 让老

百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熏陶ꎮ 举办公益广

告传播盛典ꎬ 通过优秀作品展示、 创作感悟交

流、 专家分析点评等方式ꎬ 提升公益广告影响

力传播力ꎮ 在全省各地建设公益广告主题公

园、 广场、 街道ꎬ 注重与城市环境相协调、 与

城市文化相融合ꎬ 成为城乡一道亮丽风景线ꎮ
启动 “寻找我身边的公益广告” 活动ꎬ 通过文

明河南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ꎬ 邀请广大网

友阅读品评公益广告ꎬ 吸引受众广泛关注ꎬ 网

络参与量达 １９５０ 万人次ꎮ

河南省以文明乡风建设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ꎬ 扎实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工作深入开展ꎮ 把反对铺张浪费、 反

对婚丧大操大办、 反对封建迷信、 打击 “黄赌

毒”ꎬ 树立文明乡风作为重要内容ꎬ 研究出台

«河南省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三年行动

计划»ꎬ 建立 “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群齐抓共

管、 文明委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

社会共同参与” 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ꎮ 坚持

示范先行、 逐步推开的模式ꎬ 全面铺开移风易

俗示范建设ꎮ 在商丘召开全省推动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乡风观摩推进会ꎬ 对全省移风易俗工作

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 再推进ꎬ 要求各地创新

载体抓手ꎮ 同时把移风易俗工作作为文明村镇

创建和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示范村建设的

重要内容ꎬ 确保各地在遏制婚丧嫁娶大操大

办、 破除陈规陋习、 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取得

明显成效ꎮ
坚持突出党员干部带头ꎬ 自觉抵制陈规陋

习ꎬ 带头执行移风易俗相关规定ꎬ 加强对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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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操办婚丧嫁娶活动的纪律约束ꎬ 抓党风带

政风促民风ꎮ 全省已有 １０２ 个县 (市、 区) 出

台相关规定规范ꎮ 坚持突出群众自治ꎬ 将移风

易俗要求全面融入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会、 道

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 禁毒禁赌会章程ꎬ 引

导农民自我教育、 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自我

提高ꎬ 使之真正成为群众自主推动移风易俗的

重要抓手ꎮ 全省已有 ２６６６６ 个行政村建立 “四
会”ꎬ 占比 ５６％ꎮ

坚持正面宣传教育和综合治理相结合ꎬ 依

托十星级文明户、 好媳妇、 好婆婆等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倡导科学文明、 健康向上的

生活理念ꎬ 勤劳致富、 节俭节约的优良传统ꎬ
诚实守信、 尊老爱幼的道德风尚ꎬ 使乡风民风

美起来ꎮ 把移风易俗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

来ꎬ 加强对农村婚丧嫁娶、 人情交往、 娱乐方

式等习俗的规范引导ꎬ 推进农村基层文化建

设ꎬ 培养具有较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

新型农民ꎬ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农村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洛阳市打造特色乡村学校少年宫
洛阳市注重以活动为载体ꎬ 按照 “以乐促

智、 以技促能、 以读养德” 的活动要求ꎬ 指导

乡村学校少年宫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建设规划和

活动方案ꎮ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以中国梦学习教

育、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积极开展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进校园、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
中华经典诵读、 乡风文明劝导等丰富多彩的实

践活动ꎬ 引导孩子们背诵熟知核心价值观 ２４ 个

字ꎬ 做讲友善、 讲孝敬、 讲诚信ꎬ 爱学习、 爱

劳动、 爱祖国的好少年ꎮ 如嵩县各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 “美德少年” 先进事迹巡讲、 新安县学

校少年宫的 “晒家风校风” 活动ꎬ 生动传播了

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人生理念ꎮ
普遍开设电子琴、 舞蹈、 葫芦丝、 绘画、

书法、 乒乓球、 羽毛球、 跳绳等培训课程ꎬ 在

抓普及的过程中抓重点抓创新ꎮ 各学校结合本

校实际ꎬ 突出一校一品ꎬ 一校一特色ꎬ 实现校

校有特点ꎬ 人人都参与ꎮ 如汝阳县城关镇云梦

小学少年宫开展了 “写一手好字、 学一种棋

类、 会一种乐器” 的 “三个一” 活动ꎻ 洛宁县

陈吴乡大原小学少年宫坚持 “以墨塑品、 以舞

提质”ꎬ 帮助农村孩子不出校门就能接受训练、
培养技能、 发展特长ꎮ

顺应未成年人个性发展方向ꎬ 广泛开展从

小制作、 小发明到科学奥秘探究等科技体验活

动ꎬ 普及科学知识ꎬ 激发科学兴趣ꎬ 提升个人

能力和素养ꎮ ２０１６ 年六一节前夕ꎬ 在洛阳市栾

川县举办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成果展暨青少

年技能大赛ꎬ 展示乡村学生作品 ２００ 余件ꎬ 大

量作品被现场认购ꎬ 给孩子们以热情鼓励ꎮ
通过开辟 “校园农庄”、 编制手工制品、

制作石头画、 沙瓶画、 泥塑等多种形式ꎬ 帮助

孩子们掌握实用技能ꎬ 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

情ꎬ 培养他们的实践技能和综合素质ꎮ

南阳师范学院精心打造水源区

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
南阳师范学院成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

态环保志愿服务工作站ꎬ 制定项目长远规划ꎬ
构建 “总队＋专业分队” 的志愿服务体系ꎮ 发

挥学科专业优势ꎬ 整合生态学、 环境科学、 农

学、 生物科学、 地理科学、 旅游管理等学科ꎬ
打造水安全特色学科专业群ꎬ 为志愿服务提供

有力的学科支撑ꎮ 先后招募 １２０ 多位博士、 教

授和 １ １ 万名师生参与其中ꎬ 定期开展 “专业

＋技能” 培训ꎮ 依托校内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

水安全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南阳发展战略研

究院等科研平台ꎬ 围绕水源区水安全与生态安

全ꎬ 开展学术研究ꎬ 为志愿服务提供智力

支撑ꎮ
立足库区生态环保ꎬ 开展丹江口水库库区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技术开发科学研究工作ꎮ 组

织志愿者每月定期到 ２４ 个监测点采集水样ꎬ 年

均行程近 ５ 万公里、 取样监测 ２ 万多份ꎬ 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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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安全提供了数据支撑和补充ꎮ 每年组织 ４００
余人次志愿者ꎬ 参与植物多样性调查ꎬ 为生态

修复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素材ꎮ 与各级南水北调

办、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等协同单位合

作ꎬ 开展库区水生态监测研究等工作ꎮ 建立丹

江库区教学实践基地ꎬ 教学指导志愿服务ꎬ 志

愿服务反哺教学ꎮ 先后深入 ３６ 个村落、 ５０２６
家农户、 ２２ 所学校、 ６３ 家企业入户调查ꎬ 广泛

宣传环保法规ꎬ 开展了 “大手牵小手环保伴

成长” “同一江水同一个梦” 等活动ꎮ 生态

环保理念深入千家万户ꎬ 深入每个人心中ꎮ
通过参与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高ꎬ 已有 ８０ 多人

考取环境保护相关专业研究生ꎬ ６ 名来自库区

的志愿者回乡创业ꎬ 继续从事水源地环境保护

工作ꎮ 围绕库区生态环保ꎬ 为当地政府部门提

供合理化建议 ３０ 多条ꎬ 促进了库区和水源涵养

区群众走上了生态文明发展之路ꎮ

(河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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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湖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着力加强思想

道德建设ꎬ 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着力培育社会文明新风ꎬ 着力提升公民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ꎬ 为湖

北 “建成支点、 走在前列” 提供了精神力量、
道德滋养和文化条件ꎮ

一、 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

通过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 理论宣讲

团和百姓宣讲团 “双宣讲” “两学一做” 等ꎬ
推动全省上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和党的十八届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ꎮ 省委中心

组全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开展集中学习 ９ 次ꎮ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后ꎬ
全省组织开展 “双宣讲” 和网上网下全媒体宣

传ꎬ 省市县乡四级宣讲达 １ ９ 万多场ꎬ 直接受

众逾 ２５２ 万人ꎮ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ꎬ 按照 “建设生态长江、 涵养文化长江、 繁

荣经济长江” 的思路ꎬ 以 “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 为主题ꎬ 举办了 “２０１６中国长江论坛”ꎮ
制定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五年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稳步推进理论工作 “四

大平台” 建设ꎬ 开展了中宣部重大实践经验总

结课题研究工作ꎮ
二、 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实践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普及ꎮ

在全省幼儿园、 中小学生中全覆盖开展 “起点

阅读” “朝读经典” 活动ꎬ 推动核心价值观

“进校园、 进课堂、 进头脑”ꎮ 围绕全国人代会

和政协会精神、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

梦”、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准扶贫

等ꎬ 组织开展 “双宣讲” ５０００ 多场次ꎬ 直接受

众 ２００ 多万人次ꎮ 组织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制作传播活动ꎬ
开展第三届全省公益广告征集评选活动ꎬ 评选

优秀作品 ３８ 件ꎬ 在城市大街小巷、 公园广场、
商场车站、 建筑围挡、 小区楼道等公共场所张

贴发布公益广告ꎬ 在农村文化广场、 文化墙、
好人榜、 道德讲堂宣传普及核心价值观ꎮ

积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ꎮ 全省上下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湖北省志愿服务条例»ꎬ
坚持大众化ꎬ 培育志愿服务文化ꎻ 坚持规范

化ꎬ 健全志愿服务机制ꎻ 坚持精准化ꎬ 打造志

愿服务项目ꎻ 坚持专业化ꎬ 提升志愿服务质

量ꎬ 有力促进志愿服务工作开展ꎮ 省委宣传

部、 省文明办等 ７ 部门联合印发了 «全省公共

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实施方案»ꎬ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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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出台了 «武汉市志愿服务条例»ꎬ 各地各

部门普遍印发 «全民公益行动方案»ꎮ 积极探

索志愿服务信息平台建设ꎬ 民政、 团委、 妇联

分别建立志愿服务工作信息平台ꎬ 实现对志愿

服务组织、 志愿者的注册登记管理ꎮ 各地相应

建立了志愿服务工作网络平台和微信平台ꎬ 实

现了与上级部门的互联互通ꎮ 省文明办、 省民

政厅、 团省委等部门联合举办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ꎬ 推选了一批具有操作性、 示范性的志愿服

务项目ꎬ 培育了 “爱心妈妈———关爱孤残儿

童” “蒲公英悦读小镇” 等品牌公益服务项目ꎮ
开展了全国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宣传推选活

动ꎬ 涌现出一批全国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ꎮ 湖北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ꎬ 全省成立约

２ 万个志愿服务组织ꎬ 志愿者超过 ７００ 万人ꎬ
其中登记志愿服务组织超过 ５０００ 个ꎬ 注册志愿

者超过 ２２０ 万人ꎬ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 ６０００ 多

个ꎬ 社区志愿者 １００ 多万人ꎬ ６３ ０５ 万名在职

党员到社区报到做志愿者ꎬ 占社区在职党员总

数的 ９２ ８６％ꎮ
三、 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全员全域推选道德模范、 荆楚楷模、 身边

好人ꎬ 完善荆楚楷模月度发布制度ꎮ 省市县乡

分层分类选树、 宣传先进楷模近万人ꎬ 通过基

层巡讲、 报告文学、 公益广告、 电影、 话剧等

丰富多彩的形式ꎬ 全方位立体式展示各级道德

模范的先进事迹ꎮ 开展了道德模范、 荆楚楷模

关爱帮扶工作ꎬ 营造了好人好报的良好氛围ꎮ
立足长远抓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ꎮ 紧

扣时间节点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实践活

动ꎮ 清明节期间ꎬ 组织未成年人开展网上签名

寄语和网下实践ꎬ 全省约 ３１７ 万人参与网上祭

奠、 留言ꎮ 七一前夕ꎬ 组织各地广泛开展 “童
心向党” 歌咏活动ꎬ 推荐的 ５ 部童心向党歌咏

活动光碟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网进行展播ꎮ 十

一期间ꎬ 全省约 ２５２ 万人次未成年人参与 “向
国旗敬礼” 网上签名寄语ꎮ 文明办、 教育厅、
团省委、 妇联等部门联合开展 “童心颂党” 童

谣征集推广活动ꎬ ２ 首童谣分获 ２０１６ 年全国第

六届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活动三等奖和优秀奖ꎮ
开展 “最美孝心少年” 事迹线索征集推荐ꎬ 全

省 １４ 名孝心少年事迹被中央电视台 “寻找最

美孝心少年” 大型公益活动节目组采纳ꎮ 开展

乡村学校少年宫督查调研ꎬ 举办了全省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辅导员骨干

培训班ꎮ
四、 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按照 “考在实处、 重在常态、 利民惠民”

的要求ꎬ 深化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ꎬ 老典型取得新进展ꎬ 新试点层层铺

开ꎮ 组织开展全省县域文明指数测评ꎬ 调动各

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创建积极性ꎬ 掀起

新热潮ꎬ 促进各县 (市、 区) 环境面貌发生显

著变化ꎬ 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得到较大提

升ꎬ 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得到加强ꎮ 开展了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工作督查指导ꎮ 受中央

文明办委托ꎬ 组织开展了全国文明城市县级提

名城市年度测评ꎮ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工作ꎬ 深化

文明村镇和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ꎬ 着力改善

农村人居设施和文化环境ꎬ 促进乡风民风好起

来、 人居环境美起来、 文化生活活起来ꎮ 在全

省农村开展了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

风” 行动ꎬ 依托 “五老” (老干部、 老战士、
老教师、 老专家、 老劳模) 组建红白理事会ꎬ
帮助村民操办红白事ꎻ 组织村民开展讨论修订

村规民约活动ꎬ 遏制陈规陋习ꎬ 树立文明新风ꎻ
开展送文化下基层等活动ꎬ 保障农民群众文化

产品供给ꎬ 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ꎬ 先后在

保康县和郧阳区开展 “三下乡” 活动ꎬ 捐赠项

目、 物资、 资金等总价值 ４ ７４ 亿元ꎻ 开展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ꎬ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ꎬ 到 ２０１６ 年

年底全省农村 ７０％生活垃圾得到治理ꎬ 污水处

理率达 ３４％ꎮ 农村 “人情风” 盛行的问题得到

遏制ꎬ 受到群众的欢迎ꎬ 涌现出了十堰市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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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梁子湖区等一批移风易俗先进典型ꎮ
制定印发 «湖北省省级文明单位测评体

系»ꎬ 举办了全省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培训班ꎬ
推行届期内ꎬ 届中、 届终 “双测评”ꎬ 实行末

位淘汰ꎬ 有效激发了单位创建活力ꎮ 省文明委

印发 «在全省各行各业开展十星级文明窗口创

建活动的意见»ꎬ 推动十星级文明窗口创建试

点ꎮ 省文明办联合省商务厅制定 «湖北省口岸

系统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实施方案»ꎻ 联合省邮

政局开展了十佳文明窗口、 十佳文明投递站、
十佳爱心邮路创建评选公示活动ꎻ 联合省工商

局开展了文明诚信市场、 示范企业、 个体工商

户等创建活动ꎬ 修订了 «湖北省文明诚信示范

市场创建公示办法»ꎻ 联合省旅游委在春节、
五一期间加大旅游市场执法整顿力度ꎬ 营造了

文明旅游、 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ꎮ 举办 “晒赛

文明　 为中国加分” 文明旅游公益行动活动ꎬ
以 “为中国加分” 为目标ꎬ 通过游客 “晒文

明”、 旅行社 “赛文明”、 社会 “奖文明” 的

方式ꎬ 传播了文明旅游理念ꎮ
积极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余洪芝家庭

等 １１ 户家庭荣获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ꎮ 省文

明办联合省妇联开展寻找 “荆楚最美家庭” 活

动ꎬ 推出了 ３０ 户 “荆楚最美家庭”ꎬ 联合省公

安厅等部门组织开展了 “荆楚公安好家属”
“最美军嫂” “最美职工家庭” 推选和 “清风

满家” 主题家风建设等活动ꎮ
扎实推进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开展ꎮ 召开文

明校园创建座谈会ꎬ 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联合

起草了 «湖北省文明校园 (中、 小学) 评价细

则 (试行) » 征求意见稿ꎬ 组织了模拟测评ꎮ
组织各地参与 “看中国　 文明校园” ２０１６ 年全

国文明校园展播活动ꎬ 展示了大中小学校良好

的校风、 学风ꎮ
五、 推进网络精神文明建设
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ꎬ 积极构

建省市县三级、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一体化新闻

舆论工作机制ꎬ 组织全媒体开展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壮丽 ‘十三五’、 竞进湖北篇”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建设生态长江” “精
准扶贫、 不落一人” 等 ２０ 多项主题宣传ꎬ 营

造浓厚的发展舆论气场ꎮ 制定落实 «关于推进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ꎮ
建设全省一体的长江云移动政务新媒体平台ꎬ
省市县三级 ８０００ 多个 “两微一端” 政务新媒

体接入长江云ꎮ 印发 «关于全域全覆盖做好

“微宣传” 的指导意见»ꎬ 建立完善工作机制ꎬ
做到 “微宣传” 覆盖到人头、 “微舆情” 掌握

到人头、 “微引导” 落实到人头ꎮ 湖北文明网

推出 ２０ 余个宣传专题ꎬ 发布了 “文明湖北”
微信 １５０ 余期ꎮ

特色活动

湖北省开展县域文明指数测评
湖北省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水平ꎬ 调

动全省各地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积

极性ꎬ 按照湖北省委 “考在实处、 重在常态、
利民惠民” “不留空白地开展文明指数测评”
的要求ꎬ 积极探索推动开展县域文明指数测评

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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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湖北省县域发展实际ꎬ 湖北省文明办

起草制定了 «湖北省县域文明指数测评体系»
(以下简称 «测评体系» )ꎬ 广泛征求省内各市

州县、 省直部门的意见ꎬ 并组织开展了模拟测

评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经湖北省文明委全会审议ꎬ 通

过 «测评体系»ꎬ ９ 月正式印发ꎮ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ꎬ 湖北省文明办委托第三方

湖北大学文明城市研究院ꎬ 按照 «测评体系»
和 «全省县域文明指数测评实地考察操作手

册» 对全省 １０３ 个县 (市、 区) 城乡进行全覆

盖测评ꎮ 按照测评体系的要求ꎬ 结合 １０３ 个测

评对象的实际状况ꎬ 采取平行选样的方式ꎬ 使

选取的测评点处于同一层次和同一水平上ꎬ 确

定了每县 (市、 区) 各 ４０ 个测评点ꎬ 严格按

照地点类型统一、 考察主体统一、 考察方式统

一、 考察时间统一、 考察流程统一和考察标准

统一的原则ꎬ 通过实地考察、 部门审核、 模拟

验证、 网络调查、 问卷调查 ５ 种方式测评ꎮ
县域全覆盖开展文明指数测评在全省是首

次ꎬ 引起了湖北省各级党委政府对文明城市创

建的高度重视ꎬ 调动了各界参与创建文明城市

的积极性ꎬ 掀起了湖北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

新热潮ꎮ 通过测评督促ꎬ 推动各县 (市、 区)
环境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ꎬ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得到提升ꎮ

湖北完善省级文明单位创建管理机制
２０１６ 年湖北省通过面向基层开展文明单位

创建大调研活动ꎬ 集思广益ꎬ 广泛征求各方意

见建议ꎬ 组织模拟测评ꎬ 不断完善省级文明单

位创建管理机制ꎮ
一是制定出台湖北 «省级文明单位测评体

系»ꎮ 确定了 “组织领导” “党的建设” “思想

道德建设” “文化建设” “创建活动” “改革创

新” “社会责任履行” “创建成效” 等 ８ 个方面

３１ 条内容ꎮ 以党的建设为统领ꎬ 以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为主要内容ꎬ 以开展创建活动为基本方

法ꎬ 推动省级文明单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之

责、 形成推进改革创新之势ꎮ 新的测评体系中

增加了 “双读” “双微” “双宣讲” 等具有湖

北特色创建活动内容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细落小落实ꎮ
二是实行动态管理机制ꎮ 推行届期内ꎬ 届

中、 届终 “双测评”ꎬ 实行末位淘汰ꎬ 有效激

发单位创建的活力ꎮ 督促各市州文明办、 省各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 “谁推荐、 谁主管、 谁

负责” 的原则ꎬ 切实加强省级文明单位的指

导、 管理、 考核ꎮ 通过实地考察、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等方式ꎬ 对所辖省级文明单位进行全

覆盖测评ꎮ 建立创建备案制度ꎬ 各地各部门根

据测评情况填写 «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评价

表»ꎬ 报湖北省文明办集中备案ꎮ
三是加强创建骨干队伍建设ꎮ 以高素质的

队伍推动文明创建水平提升ꎮ 举办全省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培训班ꎬ 培训业务骨干 １９０ 名ꎮ 各

市州各部门也积极加强业务培训ꎬ 不断提升队

伍能力和素质ꎮ

湖北省开展第六届文明诚信示范

市场创建活动
２０１６ 年ꎬ 湖北省工商局、 省文明办联合在

全省开展第 ６ 届 “湖北省文明诚信示范市场”
创建公示活动ꎬ 旨在提升湖北省商品交易市场

文明诚信和规范化管理水平ꎬ 营造依法经营、
诚实守信的良好市场环境ꎬ 不断推进湖北省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湖北省工商局、 省文明办在

广泛调研并征求各界意见建议基础上ꎬ 修订了

«湖北省文明诚信示范市场创建公示办法» (以
下简称 «办法» )ꎬ 制定出台 «十星级文明诚

信示范市场标准»ꎬ 首次采用 “十星” 标准规

范 “湖北省文明诚信示范市场” 创建ꎮ “十星”
分别为法纪星、 设施星、 组织星、 管理星、 文

化星、 信用星、 规范星、 公平星、 卫生星、 效

益星ꎮ 同时 “文明诚信示范市场” 创建工作被

纳入 «湖北省县域文明指数测评体系»ꎮ
６ 月创建活动全面铺开ꎬ 全省各地各级市

场按照 «办法» 要求开展创建工作ꎬ 市场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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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大市场的硬件投入ꎬ 营造舒适购物环境ꎮ
各创建市场结合自身情况建立了一系列内部管

理制度ꎮ 如 «市场卫生管理制度» «市场经营

秩序管理制度» «门前四包管理制度» «市场管

理人员考核制度» «市场文明诚信经营户评比

制度» «优质服务制度» 等ꎮ 不少市场还建立

了经营者管理联席会议制度ꎬ 增强经营者自我

教育、 自我管理的能力ꎮ 市场开办者积极协调

自身与场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关

系ꎮ 严格执行亮照经营、 明码标价、 打假先

赔、 信誉承诺等日常管理制度ꎬ 自觉抵制无照

经营、 假冒伪劣、 夸大宣传、 欺行霸市、 掺杂

使假、 短尺少秤等违法行为ꎬ 维护良好的市场

秩序ꎬ 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ꎮ
１２ 月经市场开办者自愿申报ꎬ 各地工商

局、 文明办审查推荐ꎬ 省工商局、 省文明办复

审验收ꎬ 并将入围名单在省工商局门户网站公

开征求社会意见ꎬ 最终 ９６ 家商品交易市场从湖

北全省近 ２０００ 家市场中脱颖而出ꎬ 被公示为第

６ 届 “湖北省文明诚信示范市场”ꎮ

湖北省强力推进 “暑期集中行动”
２０１６ 年 ６—８ 月ꎬ 为切实解决未成年人成

长社会文化环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推进净化

未成年人社会文化环境工作长效机制的建立和

完善ꎬ 湖北省利用暑期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全

面开展第 １３ 次 “暑期集中行动”ꎮ 湖北省文明

办加大部门沟通协调力度ꎬ 督促文化、 工商、
公安等有关职能部门将 “暑期集中行动” 列入

部门年度工作要点ꎬ 提早部署社会文化环境领

域的专项整治行动ꎮ ７ 月ꎬ 湖北省文化厅下发

了 «关于对全省开展文化市场暑期集中行动及

行政审批规范化情况进行检查的通知»ꎬ 于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８ 月 ２３ 日ꎬ 组织暗访组对全省文化

市场 “暑期集中行动” 开展情况进行了暗访抽

查ꎬ 共抽查了 １０ 个市州所在的 １７ 个县市区ꎬ
检查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１１０ 家ꎮ 强化问题导向ꎬ
组织媒体暗访ꎬ 形成问题清单ꎬ 发现薄弱环

节ꎮ ６ 月ꎬ 湖北省文明办与省政府督查室、 省

文化厅、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广播电视台联

合开展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暗访ꎬ 对全省 １７
个市 (州) 的 １５５ 家网吧、 ２０８ 所中小学校园

周边环境和 １０９ 家出版物经营店 (点) 进行了

暗访检查ꎮ 根据暗访情况ꎬ 及时梳理各地社会

文化环境问题清单ꎬ 提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 ２０１６ 年社会文化环境暗访情况通报»ꎬ
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对暗访发现的问题进行限

期整改ꎬ 并举一反三ꎬ 针对本地暗访问题较为

集中的领域开展网络网吧、 荧屏声频、 出版物

市场、 校园周边环境等专项整治行动和拉网式

排查ꎬ 全面整治未成年人成长环境ꎮ 围绕建党

９５ 周年、 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组织未成年人 «红
军不怕远征难———纪念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图片

展» 等爱党爱国主题教育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

了解长征、 重温历史ꎬ 不断增强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情感ꎮ 湖北各地利用暑期广泛开展 “经
典诵读” 教育实践活动、 “传立好家风家训”
立德修身主题教育、 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科普

体验活动和志愿服务体验活动ꎬ 极大丰富了未

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ꎮ

(湖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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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ꎬ 着力深化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 “五大创建”
活动ꎬ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ꎬ 各

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ꎮ
一、 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ꎬ 推动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创新发展
召开湖南省文明委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和

湖南省文明办主任会议、 举办全省文明办主任

培训班ꎬ 分析形势、 研究问题、 部署工作ꎮ 将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纳入省委省政府对市州党委

政府和省直机关的绩效考核ꎬ 切实加强对各市

州、 县市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督促指导ꎬ 增

补省编办、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省红十字会为省文明委成员单位ꎬ
进一步完善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向省文明委全会

述职报告工作和承诺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制度ꎮ
２０１６ 年省文明委成员单位承诺并完成精神文明

建设项目 ５８ 个ꎮ 紧紧围绕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文明校园创建、 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深入调

研ꎬ 形成 «关于新形势下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

调查与思考» «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

益探索» 等系列调研报告ꎮ 加强和改进精神文

明建设简报信息工作ꎬ 充分发挥简报信息在服

务领导决策和指导推动工作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ꎮ 全年编印湖南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３３ 期ꎬ 摘

发各地各单位工作经验 １１５ 篇ꎬ 向中央文明办

上报专报 ６ 期ꎮ
二、 进一步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一是突出重点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

宣传ꎮ 广泛开展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公益广

告创作宣传活动和第三届大学生公益广告大

赛ꎮ 全省 ２００ 多家市级以上媒体参与公益广告

制作宣传ꎬ 纸质媒体刊载 ５００ 多个版面ꎬ 广播

电视播出 １５ 万多分钟ꎮ 组织开展 “我们都来

跳”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原创

广场舞大赛和第六届湖南省全民广场舞大赛ꎬ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有

机结合ꎮ 二是推介一大批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ꎮ 组织开展 “湖南好人” 推荐评选活动ꎬ 全

年推选出 ２８２ 位 “湖南好人”ꎬ 其中上榜 “中
国好人” ５７ 人ꎮ 组织开展 “湖南好人每周一

星” 集中宣传活动ꎬ 每周通过广播、 电视、 报

纸、 网络、 手机客户端全媒体推介一名 “湖南

好人”ꎬ 全年对 ３９ 位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进行了集中宣传ꎮ 持续做好关爱帮扶和宣传道

德模范工作ꎮ 元旦春节期间ꎬ 给历届全国、 全

省 １４ 位生活困难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提名奖获

得者和 ２ 位 “中国好人” 送去帮扶资金 ９２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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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ꎮ 大力营造 “好人好报” “有德有得” 的社

会舆论氛围ꎬ 组织编写出版 «德行潇湘———第

五届湖南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ꎬ 扩大道德模

范的社会影响ꎮ 三是大力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

导ꎮ 召开全省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部门联席

会议ꎬ 省旅游局组织开展导游领队文明旅游培

训及考核ꎮ 四是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

活动ꎮ 在桑植县举办了 “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

绩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我们的节

日清明” 群众性纪念活动ꎬ 省文明办、 省体

育局等在常德市举办 “我们的节日端午屈

原杯” 湖南省第三届群众性龙舟赛活动ꎬ 在长

沙市举办 “忠贞爱情　 和美家庭———我们的节

日七夕” 活动ꎬ 在岳阳县举办 “我们的节

日重阳” 活动ꎮ
三、 组织文明家庭评选表彰ꎬ 深入推

进家庭文明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结合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

见» «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ꎬ 制

定 «湖南省文明家庭评选和管理办法»ꎮ 省文

明办、 省妇联等组织开展全省 ２０１６ 届文明家庭

评选表彰ꎬ 严格按照群众举荐、 遴选审核、 媒

体公示等规范程序ꎬ 评选出 ２０１６ 届湖南省文明

家庭 １００ 户ꎬ 推荐的段意花家庭、 罗华家庭等

１０ 户家庭获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ꎮ
四、 加强暗访督查ꎬ 促进文明城市

创建
牢牢抓住文明城市创建这个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的龙头工程ꎬ 进一步加强对全国文

明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的动态管理ꎮ
转发 «中央文明办关于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城

市深化创建工作、 保持创建经常化的通知»ꎬ
指导各地紧紧围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

略ꎬ 认真贯彻中央、 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决策部

署ꎬ 不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ꎮ 对全国文明城市

和全国文明城市地级提名城市进行暗访督查ꎬ
着重查找各地创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指导推

动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城市补齐工作短板、 克

服形式主义、 保持创建常态ꎮ 修订完善 «湖南

省文明城市测评细则»ꎬ 对届期内的全国文明

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县级提名城市、 省文明城

市和 ２０１６ 届新申报的城市 (城区、 县城) 进

行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ꎮ
五、 加强美丽乡村建设ꎬ 推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深入发展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加大文明村镇创

建力度ꎬ 评选一批省级文明村镇ꎬ 在浏阳市启

动全域美丽乡村示范县创建工作ꎮ 认真贯彻全

国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ꎬ 进一步明确将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婚丧

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依托文明村镇创建形成鲜明导向ꎬ 依托传统节

日弘扬文明风尚ꎬ 依托重点人群抓好示范带

动ꎬ 大力倡导科学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ꎬ 破除

陈规陋习ꎬ 让文明新风融入农村生产生活的各

个方面ꎬ 推动形成良好乡风民风ꎮ
六、 注重志愿服务品牌建设ꎬ 持续推

动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 规范化
下发 «２０１６ 年全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任

务分工»ꎬ 明确志工委各成员单位职责ꎬ 促进

“雷锋家乡学雷锋” 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
规范化发展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雷锋精神论坛”
“绿色卫士保护湘江” “弘扬雷锋精神推进

职业道德建设” “认领微心愿” 等志愿服务品

牌活动ꎮ 省文化厅组织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　
湖湘文化进万家”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ꎮ 实施新

一轮学雷锋志愿服务 “十百千万” 工程ꎮ 指导

全省各地在传统节庆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开展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全省学雷

锋志愿服务 “百强社团” “千名雷锋” 推选宣

传活动ꎮ 省政府办公厅、 省委组织部、 团省

委、 省社科院、 省委统战部、 省委政法委、 省

发改委、 省总工会ꎬ 在湘驻军等省文明委成员

单位结合单位实际ꎬ 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与扶贫帮困活动ꎮ 推动全省建成雷锋精神教育

基地 １５ 个、 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等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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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志愿服务平台 １８０００ 余个ꎮ 全省网络注册志

愿者超过 ７７０ 万人、 注册志愿服务团队超过

１７０００ 个、 湖南志愿服务微信公众平台用户数

超过 １５ 万ꎮ 积极参加中央文明办组织的志愿服

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上ꎬ 有 １５ 个先

进典型获奖ꎮ 石门县壶瓶山供电所、 湖南公共

频道被评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ꎬ 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张红、 冷水江市司法

局郭远红被评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ꎮ
七、 着眼立德树人目标ꎬ 推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新成效
认真贯彻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关于深入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起草

«湖南省文明校园、 文明标兵校园评选管理办

法及考评细则»ꎬ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ꎬ 指导各市州积极开展文明校园创建ꎮ 联合

省教育厅、 省妇联、 团省委、 省关工委等部

门ꎬ 利用重要时间节点ꎬ 组织开展 “清明祭英

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向国旗敬礼”
“我的中国梦” “传递温情、 守护童心” “珍爱

生命、 快乐成长”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罗舒

琪、 朱研珍、 唐荟被评为全国美德少年ꎮ 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８９

个ꎬ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文明办安排省级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２００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ꎬ 投入建设和运转经费 １ ３ 亿元ꎬ 举办乡村

学校少年宫项目负责人及心理健康咨询骨干培

训班ꎮ 开展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专项治理和暗访

督查ꎮ 对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进行督查ꎬ 指导抓好测评迎检工

作ꎮ 继续开展 “为贫困边远地区未成年人免费

送电影” 活动ꎮ 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 “光荣

与梦想” 少儿读书知识竞赛活动、 第七届湖南

省少儿才艺大赛等ꎮ «从小学做人» 等 ３ 首童

谣入选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ꎮ
八、 做大做强湖南文明网ꎬ 切实加强

网络精神文明建设
主动适应 “互联网＋” 大趋势大潮流ꎬ 积

极抢占信息传播技术制高点ꎬ 推动网络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创新发展ꎮ 建设运行 “两网两微＋
客户端”ꎮ 湖南文明网、 “文明湖南” 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开辟 “湖南故事大家讲” 栏目、 “湖
南好人” 投票 ＰＣ 页面ꎮ 加强原创内容策划和

生产ꎬ “文明湖南” 微信和微博平台ꎬ 发布湖

南好人故事等内容 ３００ 余期 １６００ 余条ꎮ 全年推

出 ５８ 个原创专题和 ５００ 多篇原创报道ꎮ

特色活动

湘潭市开展 “你我共创建” 主题活动
湘潭市为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ꎬ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 在全市城市区、 园区的 １０７ 个社

区ꎬ 大力开展 “你我共创建” 社区文明大舞台

主题活动ꎬ 通过 “一个展示、 一个展开、 一个

推选、 一个诵读、 一个传唱” 的 “五个一” 形

式ꎬ 让文明的 “种子” 播撒到湘潭每一个角

落ꎮ ２０１６ 年举办 “你我共创建” 社区文明大舞

台主题活动近百场ꎮ
展示 “文明风采”ꎮ 社区工作人员收集反

映社区创建文明城市前后变化的素材ꎬ 市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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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和市电视台工作人员再与社区人员一起分

析、 找准能够反映社区新变化、 新气象的素

材ꎮ 市电视台通过抓拍、 航拍等手段ꎬ 拍摄社

区全貌及文明细节并制作成宣传展示片ꎮ 社区

居民也围绕表现家庭和顺、 社区和睦、 社会和

谐的主题创作贴近生活、 接地气文艺节目ꎮ 在

活动中ꎬ 播放宣传展示片、 社区群众表演文艺

节目ꎬ 生动展示社区创建成果和居民健康向上

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让社区群众对自己社区产生

强烈认同感ꎮ
展开 “文明话题”ꎮ 以不文明现象、 行为

为切入点ꎬ 引导群众关心、 参与文明建设ꎮ 通

过问卷调查、 走访等方式了解收集社区群众最

关注的不文明现象和不文明行为ꎬ 如: 城市小

广告、 汽车乱停乱放等ꎮ 精心拍摄一段 ＶＣＲꎬ
集中播放社区存在的不文明现象ꎬ 让群众发现

问题、 看到问题、 讨论问题ꎮ 以有奖问答的形

式ꎬ 让观众指出 ＶＣＲ 中不文明现象和不文明行

为ꎻ 再由主持人走进观众进行采访ꎬ 让居民群

众发表意见ꎬ 道出对这些现象的看法以及解决

办法ꎮ 在互动、 开放的交流中ꎬ 激发社区居民

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ꎮ
推选 “文明使者”ꎮ 在活动前由社区组织

居民投票产生一位 “文明使者”ꎬ 在文明大舞

台上进行宣传ꎮ 由电视台将 “文明使者” 感人

事迹拍摄成 ＶＣＲꎬ 在活动中播放展示ꎬ 并请社

区书记或主任走上舞台宣读 “文明使者” 推荐

辞ꎮ 在活动中设计了 “向好人致敬” 环节ꎬ 形

成好人受追捧的良好氛围ꎮ
诵读 “文明经典”ꎮ 社区组织居民齐声诵

读诗词经典ꎬ 让居民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中

汲取精神营养ꎬ 感悟伟大民族精神ꎮ
传唱 “文明歌曲”ꎮ 搜集一批文明歌曲制

作成文明歌曲库ꎬ 社区居民从曲库中挑选歌曲

进行排练、 表演ꎮ 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ꎬ 让文

明之声悄然走进了千家万户ꎮ

怀化市力推乡风文明淳化工程
２０１６ 年ꎬ 怀化市坚持开展文明创建、 文化

惠民、 公益助民三大行动ꎬ 扎实推进乡风文明

淳化工程ꎮ
利用宣传栏、 文化长廊、 文化墙等阵地

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印制宣传图

册、 挂历 １５ 万余册 (幅) ꎬ 刊载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８ 万余条 (幅) ꎮ 积极建

设道德讲堂、 “乡贤讲堂” “文化讲堂” “农

家课堂” 等阵地ꎬ 开展基层干部理论培训、
农民职业技术培训、 法律知识讲座等各类培

训指导 ９８３ 次ꎮ 广泛开展道德模范、 身边好

人、 文明家庭、 好婆婆、 好媳妇、 好妯娌等

评选表彰活动ꎬ 涌现出邵忠飞、 骆碧青、 罗

银霞等一批农村道德楷模ꎮ 深入开展移风易

俗活动ꎬ 组建红白喜事理事会、 禁赌协会、
纠纷调解协会等村民自治组织ꎬ 破除陈规

陋习ꎮ
大力实施 “文化下乡” “人才下乡” 工程ꎬ

开展送戏下乡、 送书下乡系列活动ꎬ 组建文艺

队伍 １２１０ 支ꎬ 演出达 １４００ 余场次、 农村电影

放映 ６６８６７ 场ꎮ 推进农村综合文化站、 农家书

屋、 农村小图书室等阵地建设ꎮ 在春节、 清明

节、 中秋节、 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及 “三月三”
“四月八” “饱冬节” 等少数民族特色节日ꎬ 广

泛开展民俗节庆活动和歌会、 花灯会、 文艺演

出、 体育健身、 书画摄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ꎮ
积极开展 “关爱自然、 关爱社会、 关爱他

人” 三关爱志愿服务活动ꎮ 开展关爱留守儿

童、 孤寡老人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８２００ 余次ꎬ
募集善款物资共计 ９００ 余万元ꎬ 受益群众达 ４０
万余人ꎮ 建立健全志愿者招募、 管理机制ꎬ 在

各县市区、 各乡镇、 行政村组建志愿服务队

伍ꎬ 设立 “关爱中心” “留守儿童之家”ꎬ 开展

村容村貌整治、 认绿护绿、 关爱留守儿童和孤

寡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积极倡导村民亲帮

亲、 友帮友、 邻帮邻、 户帮户ꎬ 就近就便开展

邻里守望、 互帮互助等活动ꎬ 促进农村和谐

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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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开展 “童心追梦向上向善”
道德实践活动

郴州市深入开展 “童心追梦向上向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在全市策划开展 １００ 场大型亲子阅读、 １００
名美德少年先进事迹宣传、 １００ 篇中华名文经

典诵读、 １００ 所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建设、 １００
首优秀童谣征集传唱、 １００ 件 “祖国好家乡

美” 优秀作品创作、 １００ 支志愿服务队伍集中

关爱未成年人行动、 １００ 个好家风好家训故事

征集、 １００ 场家庭教育公益讲座进社区、 １００ 名

“五老” 宣讲员进学校ꎮ
成立市创文办未成年人专项工作组ꎬ 开展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百日攻坚”ꎮ 各相

关单位充分把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

新特点、 新规律ꎬ 契合家庭、 学校、 社会对未

成年人教育的新需求、 新期盼ꎬ 创新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内容形式、 方法手段、 渠道载

体ꎬ 提高活动吸引力、 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注重

把活动延伸到每个家庭、 每所学校ꎬ 不断拓展

工作覆盖面和渗透力ꎮ

常德市开展 ２０１６ 年感动常德

十大人物评选活动
常德市为充分展示思想道德建设成果ꎬ 营

造新常德新创业的良好氛围ꎬ 组织开展 “荷花

品格梅花精神” ２０１６ 年感动常德十大人物评

选活动ꎮ
本次评选活动从 “中国好人榜” 好人、 湖

南好人、 “德城德星” 和国家级、 省级劳动模

范、 先进工作者、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优秀

医务工作者、 优秀教师、 三八红旗手、 杰出青

年、 优秀志愿者、 美德少年和中央、 省、 市各

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先进典型中ꎬ 优先进行

重点推荐评选ꎮ
“荷花品格梅花精神” ２０１６ 年感动常德

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ꎬ １０ 位当选人用自己不同

的方式表达着对 “爱” 的理解ꎬ 传递社会正能

量ꎮ 颁奖典礼以播放短片、 故事讲述、 现场访

谈、 颁奖词诵读、 颁发奖杯奖证等篇章组成ꎬ
全面展示了 ２０１６ 年感动常德年度人物的感人事

迹和崇高精神ꎮ
“荷花品格梅花精神” ２０１６ 年感动常德

十大人物的推出ꎬ 进一步掀起学习先进、 争做

先进的热潮ꎮ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抓好市民学校建设
为切实提升市民文明素质ꎬ 教育和引导广

大市民养成文明习惯ꎬ 武陵源区重点在全区 ７
个城市社区开展市民学校建设ꎬ 着力打造与全

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相匹配的旅游发展软环境ꎮ
结合实际下发 «进一步加强市民学校建设的实

施意见»ꎬ 要求各社区树立 “服务居民、 提高

素质” 的宗旨ꎬ 以社区活动中心为依托ꎬ 按照

“有固定教学场地、 有基本教学设施、 有教学

管理制度、 有教学活动计划、 有固定参学人

员、 有固定匾牌” 的标准统一建立市民学校ꎬ
面向广大居民提供学习教育服务ꎬ 真正搭建与

居民良性沟通的平台ꎮ 同时结合广大群众的知

识需求ꎬ 明确重点教学内容ꎬ 设置公共文化与

政策法规、 家庭关系、 健康养生、 传统文化、
技能培训等 ５ 个篇章教育内容ꎬ 建立市民学校

教师资源库ꎬ 要求各市民学校根据群众生活需

求精选相应课程ꎬ 坚持每两个月授课一次ꎮ 加

强市民学校教学管理ꎬ 要求各市民学校按照

“五有”ꎬ 即有计划、 有教材、 有师资、 有记

录、 有效果的要求ꎬ 认真组织每次教学活动ꎬ
各社区每次教学活动前一星期ꎬ 通过社区公告

栏、 电话、 入户等形式向居民发放通知ꎬ 广泛

发动居民积极参加ꎬ 并对授课时间、 地点、 主

讲人、 参加人数等活动开展情况及成果记录建

立专门的台账ꎬ 确保做到真实、 正确、 完善ꎮ
同时将市民学校教学情况纳入对相应街道的意

识形态工作考核ꎬ 对达标社区采取以奖代补的

方式给予适当奖励ꎬ 确保取得实效ꎮ

(湖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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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ꎬ 以问题为导向ꎬ 着力提升社会文明

程度和公民文明素养ꎬ 扎实推进城乡面貌、 人

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道德风尚向善向上ꎬ 为广东

创新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ꎮ
一、 注重贯穿结合融入ꎬ 拓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的深度广度
一是积极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特

色品牌城市群ꎮ 把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文明城市

创建有机结合起来、 与各地的人文特色结合起

来ꎬ 如广州 “文明之城”、 深圳 “创新之城”、
佛山 “敬业之城”、 惠州 “好人之城”、 东莞

“友善之城”、 肇庆 “和谐之城”、 清远 “礼仪

之城” 等ꎬ 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深化ꎮ 二是加

强行业核心价值观建设分类指导ꎮ 按照有主

题、 有阵地、 有活动、 有标准、 有特色、 有成

效的 “六有” 要求ꎬ 制定各行业示范点建设标

准ꎮ 全省各级各系统已建立示范点 １２００ 多个ꎮ
三是大力推进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建设ꎮ 坚持

“以景铸魂、 寓教于乐”ꎬ 突出地方民系文化、
地名物产文化和改革开放文化ꎬ 将公园、 广场

打造成彰显本土文化特色的道德教化场所ꎬ 用

三年时间在全省重点打造 １００ 个各具特色的核

心价值观主题公园ꎮ 四是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阐释核心价值观ꎮ 编写出版 «我们的价值观

十二讲» 等书籍ꎬ 制作推出 “中国典故说核心

价值观” 系列公益广告ꎬ 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

读、 文化讲坛、 修身学堂、 道德春联进万家等

活动ꎬ 较好地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

作用ꎮ 五是持续加强公益广告宣传ꎮ 召开全省

公益广告工作推进会ꎬ 制定出台 «广东省公益

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ꎬ 在广大城市、 农

村公共场所和全省广电媒体、 网站广泛张贴刊

播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和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ꎬ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ꎮ

二、 坚持重心下移ꎬ 以超常力度推动

基层文明创建水平快速提升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ꎮ 召开全省创建文明镇

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全省文明村居建设工作

会议等系列会议ꎬ 分别就文明城市、 文明镇

街、 文明村居创建工作作出具体部署ꎮ 制发关

于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和开展文明镇街、 文明村

居创建的三个 «意见»ꎬ 修订完善省文明城市、
县级文明城市、 文明镇街、 文明村、 文明社区

综合测评体系ꎬ 为创建活动提供标准和规范ꎮ
二是突出问题导向ꎮ 广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ꎬ 全面整治违章搭建、 乱摆乱卖、 小广告等

市场乱象ꎬ 重点推动城市出入口、 车站码头、
集贸市场、 老旧社区等重点区域整治ꎬ 使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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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面貌有了较大改观ꎮ 推进农村文明示范百

片建设ꎬ 各地市农村文明示范片创建数超 １００
个ꎮ 三是坚持分类指导ꎮ 召开粤东、 粤西、 粤

东北文明创建工作座谈片会ꎬ 全省基层文明创

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座谈

会ꎬ 针对各地实际提出不同的创建目标要求ꎮ
推广高速公路服务区文明示范创建经验ꎬ 扩大

文明示范创建范围ꎬ 在机场、 车站、 出租车和

旅游景区等窗口行业建设一批文明创建示范

点ꎮ 四是加强检查督导ꎮ 明察暗访相结合ꎬ 对

全省各地文明创建工作进行深入督导ꎬ 特别是

加强对东莞等全国文明城市、 清远等 ５ 个地级

提名城市和 ５ 个县级提名城市的指导和督查ꎮ
三、 突出褒扬先进、 移风易俗ꎬ 推动

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一是开展文明引导活动ꎮ 深入实施文明餐

桌、 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文明网络四大文明

引导行动ꎬ 开展以 “守法、 自律、 礼让” 为主

题的 “文明交通千场宣讲活动”ꎬ 全省开展宣

讲活动超过 ３０００ 场ꎬ 受教育人数超过 ３００ 万人

次ꎮ 制作 «马相华说文明交通» 微视频ꎬ 在全

省网络、 户外视频播出ꎮ 二是开展道德先进典

型选树ꎮ 全年共评选表彰 ６ 名 “南粤楷模”ꎬ
南方医院传染病学专家骆抗先入选 “时代楷

模”ꎮ 前三季度共评出 “广东好人” ９９ 名ꎬ 全

年入选 “中国好人” ４８ 名ꎮ 开展最美人物评选

活动ꎬ 推出一批最美医生、 最美司机、 最美街

坊等行业和社会先进典型ꎮ 壮大关爱好人基

金ꎬ 发放关爱好人基金 ４５ ５ 万元ꎬ 资助生活困

难的广东好人和道德模范 ３９ 人次ꎬ 广泛开展走

访帮扶活动ꎬ 营造了好人有好报的良好社会氛

围ꎮ 三是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ꎮ 在省主要媒

体开设好人好报、 好人故事、 德耀南粤等专

栏ꎬ 采用通信、 微博、 线下活动等形式宣传好

人先进事迹ꎬ 编辑出版 «德耀南粤 感人故

事»ꎬ 大力宣传和弘扬道德典型的高尚品德和

情操ꎮ 四是开展 “移风易俗ꎬ 告别陋习ꎬ 树立

新风” 主题教育工作ꎮ 倡导文明婚育、 厚养薄

葬等理念ꎬ 整治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ꎬ 打击

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违法活动ꎮ
四、 围绕家庭家教家风ꎬ 深入开展文

明家庭建设工作
一是加强文明家庭创建顶层设计ꎮ 制定出

台 «广东省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实施方案»ꎬ 召

开全省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ꎬ 推动各

地各单位把家庭文明建设摆上重要位置ꎮ 二是

开展家庭文明创建活动ꎮ 做好全国文明家庭选

送工作ꎬ 全省共 １３ 户家庭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

明家庭ꎮ 命名第二批 “广东省家庭文明建设示

范点”ꎬ 表彰 ２０１６ 年 “广东最美家庭” “广东

十大优秀书香之家”ꎬ 组织媒体采写家庭故事、
开展专题宣传ꎮ 三是大力宣传好家风好家训ꎮ
充实运用广东省优秀家训作品库ꎬ 编辑出版

«岭南家训» 等书籍ꎬ 开展书法家写家训、 文

艺演出传家训等活动ꎬ 推进优秀家训进礼堂、
进厅堂ꎮ

五、 加强标准化建设ꎬ 持续推进志愿
服务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常态化

一是志愿服务标准化建设日趋规范ꎮ 加强

社区、 行业志愿服务标准化建设ꎬ 推广使用

«佛山市南海区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指引» «广东

省文化志愿服务规范指引»ꎮ 抓好 «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的推广应用ꎬ 制定 «广东

省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实施意见»
«关于推进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为

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提供指引ꎮ 二是志愿服务

实践活动成效明显ꎮ 开展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

行动月系列活动ꎬ 实施 “青网计划” ———广东

青少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ꎬ 组织开展第六届广

东公益志愿文化节ꎬ 广泛开展 “一网一证” 应

用推广、 等级认证和评选表彰ꎮ 开展 ２０１６ 年广

东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

乡” 社会实践活动ꎬ 表彰 ２０１５ 年活动优秀单

位、 优秀团队、 优秀个人ꎮ 三是志愿服务先进

典型层出不穷ꎮ 开展 ２０１６ 年广东省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推选活动ꎬ 推选最美志愿者 ２５
个、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２２ 个、 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 ２７ 个、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１７ 个ꎬ 从中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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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选参评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ꎮ 南方

日报等媒体推出志愿服务最美系列专题文章ꎬ
不断扩大活动影响力ꎬ 营造向上向善、 友好互

助的社会风尚ꎮ
六、 注重立德树人ꎬ 深入推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
一是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以 “我

的中国梦”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等为主题ꎬ
广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树立爱

国、 诚信、 友善、 孝敬观念ꎬ 遵守道德规范ꎬ
践行文明礼仪ꎮ 二是着力做好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ꎮ 印发 «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

实施意见»ꎬ 制定中小学文明校园测评细则ꎬ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ꎬ 扎实推进中小学精神文明

建设ꎮ 三是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使用ꎮ 制

发 «关于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示范点建设工作

的意见»ꎬ 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督查ꎬ 顺

利启动 “十三五”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新建

乡村学校少年宫 ６４ 所ꎬ 在江门、 惠州、 广州分

区域举办三期项目培训班ꎬ 推动项目有效实

施ꎮ 四是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ꎮ 普

及心理健康咨询辅导ꎬ 做好 “治未病” 工作ꎬ
指导全省各地建好用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站ꎮ 五是推动优秀童谣创作传唱ꎮ 开展 ２０１６ 年

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ꎬ 组织制作优秀童谣视

听作品ꎬ 举办第二届岭南童谣节ꎬ 进一步丰富

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特色活动

广州市大力开展家庭文明创建
２０１６ 年ꎬ 广州市大力开展 “花城好家风”

文化传播ꎬ 打造 “花城人家” 品牌ꎮ 广泛开展

“中国梦我的梦”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中国

梦劳动美” 等主题教育活动ꎬ 注重在生活环境

熏陶、 先进典型带动、 文明行动引领上下功

夫ꎬ 利用春节、 清明、 中秋、 重阳和烈士纪念

日等重要节庆日、 纪念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ꎬ
组织国学教育、 经典诵读活动和普及民乐、 书

法等传统艺术ꎬ 大力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

传统ꎮ
加强中华传统孝道教育ꎬ 设立孝德榜、 孝

德文化墙、 孝德文化公园ꎬ 发动群众推选宣传

最美儿女、 最美媳妇等孝老爱亲典型ꎮ 开展书

香家庭创建活动ꎬ 组织开展家庭教育、 家庭文

艺、 家庭健身、 家庭环保、 幸福陪伴等家庭文

化活动ꎮ 以邻里守望、 邻里互助为主题ꎬ 围绕

扶贫济困、 扶老助残、 化解矛盾、 心理咨询、
便民服务ꎬ 广泛开展家庭志愿服务活动ꎬ 形成

邻帮邻、 户帮户的生活氛围ꎮ
坚持办好家长学校ꎬ 利用 “广州文明网”

“广州家庭网” 和 “文明广州” “广州女性”
等搭建好网络共享服务平台ꎬ 扩大家庭教育覆

盖面ꎮ 注重构建家庭、 学校、 社会 “三位一

体” 教育网络ꎬ 扎实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 等

主题教育活动ꎬ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思想品德和

行为习惯ꎮ 办好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完善困境儿

童及流动儿童关爱帮扶机制ꎬ 结合 “羊城之

夏” 等青少年暑期系列活动ꎬ 组织开展关爱留

守流动儿童夏令营ꎬ 以多种形式关爱和帮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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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特殊群体ꎮ
注重弘扬崇文重教之风ꎬ 开展 “读家训、

写家书、 树家风、 展家美” 主题活动ꎬ 开展

“孝老爱亲” “邻里和睦” 等主题月、 “我们的

节日” 活动ꎬ 注重弘扬尊德明礼之风ꎬ 开展传

扬 “花城好家风” 主题教育活动ꎮ 注重弘扬诚

信友善之风ꎬ 制定推广邻里诚信公约ꎬ 开展诚

信主题教育活动ꎬ 推进诚信进社区、 进乡村、
进家庭ꎮ 注重弘扬清正廉洁之风ꎬ 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ꎬ 开展 “廉洁修身、 廉洁齐

家” 等宣传教育活动ꎬ 将家庭打造成防腐拒变

的坚实堡垒ꎮ
在城乡基层开展 “五好家庭” 创建活动ꎬ

发挥其品牌影响力ꎮ 结合农村和农民家庭实

际ꎬ 深化 “星级文明户” 等创建活动ꎬ 激发人

们的荣誉感和上进心ꎬ 树立文明之风ꎮ 探索建

设花城人家 “互联网＋” 服务平台ꎬ 为市民群

众提供多样性、 便捷化的家庭服务ꎮ 通过主题

社区、 长廊、 公园、 文化墙等形式打造一批以

家庭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宣传阵地ꎬ 将中华传统

家庭美德和优秀家风家训形象化、 立体化展现

出来ꎮ

珠海市 “社工＋义工” 式志愿服务
珠海市通过 “社工＋义工” 模式ꎬ 常态化

开展志愿服务品牌项目ꎮ 全力保障大型赛会志

愿服务工作ꎮ 广泛动员、 精心组织广大青年志

愿者参与 ＷＴＡ 网球精英赛、 ２０１６ 年全国帆船

锦标赛、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展、 第三届中国

国际马戏节、 ２０１６ 年 ＩＴＦ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

等 ５ 项大型、 高端赛会活动ꎬ 参与赛事服务的

志愿者超过 ２９１６ 人ꎬ 服务总时数达 １９３７９０ 小

时ꎬ 累计服务超过 ５２ 天ꎮ
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朝阳行动ꎮ 在

珠海市各大异地务工人员集中的社区建成 ２０ 座

“亲青家园”ꎬ 常态化为异地务工人员子女提供

心理咨询、 快乐学堂等志愿服务ꎬ 并成功构建

“１＋５＋Ｘ” 的服务模式ꎬ 丰富异地务工人员子

女的文化生活ꎮ 在珠海市 １３ 个社区、 学校成立

“青春护航站”ꎬ 有效覆盖青少年 ３ 万余名ꎮ 以

政府购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的形式ꎬ 通过 “社
工＋义工” “个案＋小组” “预防＋挽救” 的模

式ꎬ 采用孩子们喜爱的拓展训练形式ꎬ 利用社

工专业的辅导技巧介入ꎬ 提供心理疏导、 成长

辅导、 法律咨询、 困难帮扶、 自护教育等社会

服务ꎮ
助残志愿服务———阳光行动ꎮ 以市志愿者

联合会为统筹ꎬ 依托各区助残志愿服务组织ꎬ
常态化开展社会需要的助残志愿服务ꎮ 据统

计ꎬ 上半年共开展活动 ６５７ 期ꎬ 参与人数约

５２１６ 人次ꎬ 服务时数约 ７９８６ 小时ꎬ 服务残疾

人约 ７５７ 人ꎮ
春运志愿服务———暖冬行动ꎮ 开展以 “青

春志愿行温暖回家路” 为主题的系列服务活

动ꎬ 为返乡旅客提供秩序维护、 引导咨询、 困

难帮扶、 应急救援等服务ꎮ ２０ 家 “亲青家园”、
４７ 个志愿服务组织先后组织 ３０００ 余名志愿者

参与 “暖冬行动”ꎬ 累计服务时数达 １５４４６８
小时ꎮ

社区志愿服务———邻里计划ꎮ 依托志愿服

务进社区系列活动扩大社区志愿服务阵地ꎮ 举

办了 ２０１６ 年第四届珠海全城志愿缤纷 ＳＨＯＷ 活

动ꎮ 为全市志愿服务组织打造项目展示、 志愿者

招募、 机构互动、 资本对接、 资源共享 “五位

一体” 的交流平台ꎬ 促进珠海志愿服务事业向

专业化方向发展ꎮ 活动为全市的志愿服务组织

提供 １００ 个项目展位ꎬ 既有统一的形象标识ꎬ 又

保留各组织自身特色ꎬ 全面展现全市各行业、 各

领域志愿服务工作开展情况ꎮ 来自卫生、 食品安

全、 电力、 交通、 助残、 禁毒、 金融、 法律等领

域的 ８０ 个专业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展示ꎮ

惠州市着力建设 “好人之城”
近年来ꎬ 惠州市大力推进 “好人之城” 建

设ꎬ 凡人善举层出不穷ꎮ 目前全市有 ６０ 多人获

得省级以上 “道德模范” 和 “好人” 称号ꎬ ２１
人被评为 “中国好人”ꎬ ３４ 人被评为 “广东好

人”ꎬ ４１１ 人被评为 “惠州好人”ꎬ 赵喜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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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首届全国文明家庭ꎬ 惠州市 “好人之城”
经验被中央、 省媒体广泛报道ꎮ

打造 “好人之城”ꎬ 惠州市主要采取了四大

举措: 一是面向社会选树好人ꎮ 采取群众推荐、
媒体发现、 组织推选等多种形式ꎬ 依托全市各级

党政部门、 广大基层党组织以及遍布城乡的 ５００
多个文明单位示范点、 ８９ 个社区志愿服务站、
１３ 个社区记者工作站和各类群众组织ꎬ 海选挖

掘群众身边好人ꎮ 二是大张旗鼓宣传好人ꎮ 建立

与本地及驻惠媒体每月碰头会制度ꎬ 实行 “报
台网” 联动ꎬ 大力宣传报道好人好事ꎬ 做到报

纸天天有文字、 电台天天有声音、 电视天天有影

像、 网络天天有 “点赞”ꎬ 同时运用龙门农民

画、 微电影、 公益广告及 “身边人讲身边事、
身边事教身边人” 等做法ꎬ 宣传好人好事ꎬ 引

人崇善尚德ꎮ 三是多措并举关爱好人ꎮ 设立惠州

关爱好人基金、 出台 «惠州市志愿服务激励回

馈优待办法 (试行) » «惠州市帮扶生活困难道

德模范实施办法» 等ꎬ 为好人、 志愿者提供实

实在在的优惠和帮助ꎬ 让 “好人有好报” 的价

值观深入人心ꎮ 四是全面倡导学做好人ꎮ 有针对

性地分群体常态化开展主题实践活动ꎬ 在机关

开展 “十大为民先锋” “百佳党员” 评选活动ꎬ
在社区开展邻里守望、 洁净家园、 文明引导、 善

行义举主题实践活动ꎬ 在学校开展 “我的中国

梦”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ꎬ 在家庭开展文明家庭创建、 好家风好家训展

示活动ꎬ 在企业开展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食
品安全示范点” 评选活动ꎮ 在全社会广泛开展

道德模范评选、 志愿服务、 “讲文明　 树新风”
等主题实践活动ꎬ 引导全体市民学好人、 做好

人ꎬ 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ꎮ

河源市挖掘传承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河

源是客家古邑ꎬ 历史悠久ꎬ 钟灵毓秀ꎬ 有着丰

厚的乡贤文化资源ꎮ 河源市对乡贤文化进行了

深入挖掘和传承ꎬ 出版 «先贤风华»、 打造名

人名贤雕塑园和名人故居等阵地ꎬ 广泛传播和

颂扬乡贤精神ꎬ 营造 “尊乡贤、 学乡贤” 的社

会氛围ꎬ 使河源名人名贤成为家喻户晓的榜样

模范ꎬ 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ꎬ 涵育文明

乡风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制定 «关于挖掘和弘扬河源乡贤文化的工

作方案»ꎬ 印发 «关于做好收集和整理河源名

人名贤材料工作的通知»ꎬ 刊登 «关于征集河

源名人名贤资料的启事»ꎮ 组织相关部门和人

员进行全面的搜集ꎬ 主要内容包括反映其国籍

身份、 性格特点、 个人生活、 生平事迹、 成就

贡献、 历史地位、 精神境界等材料ꎬ 具体收集

包括生平材料 (如生平传记、 回忆录、 各种荣

誉证书、 奖章、 奖状以及家谱、 族谱、 家训、
相片、 画像等)、 事迹材料 (如工作、 学习笔

记、 来往书信、 科研成果材料、 荣誉评价等)ꎮ
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搜集、 整理、 甄别ꎬ

按传统的标准 “三不朽”ꎬ 即立德 (做人)、 立

功 (做事)、 立言 (做学问)ꎻ 分为新中国成立

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间段ꎬ 两个标准进行

整理、 甄别ꎬ 最终选定了 ３３ 位名人名贤ꎬ 都是

本土有德行、 有才能、 有声望而深被本地民众

所尊重的名士明贤ꎬ 并将整理核实的情况梳理

出版 «河源先贤风华» «刘琴西传» «黄克传»
等书籍ꎬ 提升乡贤文化内涵ꎮ 通过开展名人名

贤道德讲堂活动进机关、 校园、 社区、 企业ꎬ
运用电视广播、 微信、 网站等媒体大力宣传名

人先贤的事迹、 精神ꎬ 凝聚正能量ꎬ 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ꎮ
为更好呈现名人名贤的事迹和形象ꎬ 展示

名人名贤历史ꎬ 加强乡贤文化阵地建设ꎬ 河源

把乡贤文化阵地打造成为修心场所、 旅游景

点ꎮ 一是高规格建设名人名贤雕塑园ꎮ 名人名

贤雕塑园位于客家文化公园的中轴线上ꎬ 南连

接孙中山雕像ꎬ 北对市图书馆ꎬ 面积约 １ ３２ 万

平方米 (１９ ８ 亩)ꎻ 名人名贤雕塑园主要以名

人名贤雕像为主ꎬ 雕刻 ３５ 位名人名贤艺术塑

像ꎬ 辅以 １０ 组反映河源厚重历史文化的客家风

情雕塑及客家风情浮雕ꎬ 主要采用圆雕、 高浮

雕、 浅浮雕、 线刻、 铁艺镂空等艺术手法ꎬ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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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花岗岩、 铸铜、 红花岗岩、 汉白玉、 铁等材

料ꎬ 并利用原有两条各长 ４０ 米的两墙四面进行

艺术创作ꎬ 雕刻客家风情图画、 河源历史诗

文、 客家迁徙经典文物等文化元素ꎬ 使之成为

展现河源人文历史、 彰显客家精神的文化景

观ꎬ 形成一道亮丽的河源人文景观ꎬ 一处生动

的客家精神传扬教育场所ꎮ 二是打造名人名贤

教育基地ꎬ 展示名人名贤事迹精神ꎬ 充分发挥

其特殊的社会教育功能ꎮ 连平县打造颜氏廉洁

文化教育基地ꎬ 传承以 “公生明ꎬ 廉生威” 为

主要内容的 “三十六字官箴”ꎬ 体现了颜氏廉

洁文化的灵魂ꎬ 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从政箴

言、 居官要领、 也是现代领导干部廉洁奉公、
清正为民、 为官之道ꎬ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

远ꎻ 和平县对有关阳明文化的遗址遗存进行修

缮恢复ꎬ 并不断丰富充实阳明文化元素ꎬ 打造

“阳明特色小镇”ꎻ 对重要名人名贤工作生活过

的场所ꎬ 加强修缮保护ꎬ 丰富文化内涵ꎬ 修缮

了邓赞先故居、 刘琴西故居、 黄克故居、 阮啸

仙故居、 李涛故居ꎬ 增强乡贤文化自信心和自

豪感ꎮ

(广东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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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概况综述

一、 以文明城市创建为龙头ꎬ “五大创

建” 扎实推进
一是文明城市创建水平有新提高ꎮ 完成 ３９

个参评第 ７ 轮自治区文明城市的设区市、 县

(市) 年度测评ꎮ 举办全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培训班ꎬ 针对自治区文明城市测评中存在的难

点问题ꎬ 进行讲评和专项辅导ꎬ 并组织实地参

观、 经验交流ꎬ 要求各市、 县按照 «全国文明

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全国县级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 要求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补齐工

作短板ꎬ 不断提高创建水平ꎮ 二是文明村镇创

建有新拓展ꎮ 表彰第十六批自治区文明村镇

１３７ 个ꎬ 评选县级以上星级文明户 ２５８０８ 户ꎬ
召开全区星级文明户创建工作推进会ꎬ 总结推

广各地开展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的经验做法ꎬ
结合 “美丽广西” 乡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ꎬ 以星级文明户创建为抓手ꎬ 加强全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三是文明单位创建有新进

展ꎮ 表彰第十六批自治区文明单位 ２３２ 个、 自

治区军 (警) 民共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８６ 个ꎮ

四是文明家庭创建有新载体ꎮ 广西刘萌刚等 ８
户家庭当选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ꎮ 五是文明校

园创建有新标准ꎮ 做好参加首届全国文明校园

评选准备工作ꎬ 与教育部门共同编制广西中小

学校文明校园评价标准ꎮ
二、 道德建设 “群星” 闪耀ꎬ 营造了

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一是全区各地广泛开展慰问帮扶道德模范

活动ꎮ 春节前夕ꎬ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安排专项资金 ５２ ９ 万元ꎬ 慰问了 １４５ 名全国、
自治区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ꎮ 组织 ３０２ 位

全国和自治区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进行健

康体检ꎬ 每人综合补助费用 １０００ 元ꎻ 对 １６ 位

家庭困难的全国和自治区道德模范进行关爱帮

扶ꎬ 每人给予帮扶金 １ 万元ꎬ 在全社会营造出

学习道德模范、 崇尚道德模范、 关爱道德模范

的浓厚氛围ꎮ 二是抓好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

好人” 活动ꎮ 建立定期推荐、 长期宣传的工作

机制ꎮ 全年向中央文明办推荐上报 “身边好

人” 候选人 (含群体) ３６０ 个ꎬ ３０ 个 “身边好

１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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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含群体) 入选 “中国好人榜”ꎬ １３ 人成

为 “好人 ３６５ 封面人物”ꎮ 成功承办中国好人

榜十二月入选名单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 (广西钦州) 现场交流活动ꎮ 在广西

文明网开设专栏加大先进典型宣传ꎬ 积极传递

“好人在身边” 的社会正能量ꎮ 三是组织 ２０１６
广西公民楷模新闻人物评选ꎬ 杨科璋等 １２ 人入

选ꎮ 四是加强孝道建设ꎬ 何立裕等 １０ 人被评为

第九届广西十大孝心人物ꎮ 五是开展 “学习和

争做美德少年” 活动ꎬ 在全区评选推荐一批有

理想、 有道德、 有爱心、 积极向上的好少年ꎬ
推荐李莹等 ３ 名美德少年参加中央文明办集中

宣传展示ꎮ 组织全区广大未成年人登录中国文

明网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专栏ꎬ 学习美德

少年先进事迹并留言寄语ꎮ 全区 ２１１ 万多名未

成年人参与了签名寄语活动ꎮ
三、 六大主题活动受到基层普遍欢迎
一是 “感恩教育” 广泛开展ꎮ 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ꎬ 推动 “两学一做” 学习

教育及 “感恩教育” 主题活动深入开展ꎬ 举办

全区 “永远跟党走” 主题演讲比赛ꎬ 各市、 各

部门系统共举办预选赛 ５００ 多场ꎬ 参赛选手

１０００ 多人ꎬ 社会反响热烈ꎮ 二是 “和谐建设在

基层” 活动持续深化ꎮ ２０１６ 年 (丙申) 春联

应征作品达 ２６００ 多幅ꎬ 评出获奖作品 １６５ 幅ꎮ
组织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ꎬ 深入基层开展

“文化惠民———书写赠送春联” 和 “三下乡”
活动ꎬ 进一步丰富群众节庆文化生活ꎮ 开展全

区 “社区大明星———共筑中国梦 　 和谐邻里

情” 文艺展演活动ꎬ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ꎬ 通过电视专栏展示全区各地开展 “和谐建

设在基层” 活动取得的突出成效ꎮ 三是 “我们

的节日” 主题活动丰富多彩ꎮ 春节期间ꎬ 全区

各地广泛开展 “赠送春联” “迎春灯谜” 等各

类文化、 体育及志愿服务活动近 ２ 万场 (次)ꎮ
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节自治区文明办分别在

龙州县、 钦州市、 宁明县举办了 “我们的节

日” 主题活动ꎬ 弘扬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ꎮ 四

是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氛围浓

厚ꎬ «可可小爱» 等一批具有广西特色的公益

广告精品得到广泛传播ꎮ 加强全区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刊播ꎮ 各级报纸、 电台、 电

视台、 期刊以及手机报、 微信、 微博、 微视

频、 微电影等微媒介阵地ꎬ 在重要版面、 黄金

时段刊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等公益广告ꎬ 运用多种

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形势宣传、
成就宣传、 主题宣传、 典型宣传、 热点引导和

舆论监督之中ꎬ 形成规模声势ꎮ 五是文明行动

深入人心ꎮ 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文明餐桌、
文明上网等文明行动氛围浓厚ꎬ 日益成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ꎮ 印发 «２０１６ 年 “斑马线上的文

明” 主题活动方案»ꎬ 在全区深入开展 “斑马

线上的文明” 主题活动ꎬ 进一步提高广大交通

参与者 “礼让斑马线、 文明过马路” 的意识ꎬ
推进文明交通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ꎮ 举办 “为
中国加分” 文明旅游公益行动暨 ２０１６ 年大学

生 “文明旅游背包行” 活动ꎮ 加强文明旅游引

导ꎬ 组织区内主要新闻网站利用微博、 微信、
手机报、 客户端等平台大力推送相关新闻报

道ꎬ 形成良好社会风尚ꎮ 深入开展春节、 “壮
族三月三”、 五一、 十一节假日文明旅游宣传

教育等工作ꎮ 六是未成年人 “我的中国梦” 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丰富多彩ꎬ 全区未成年人累计

近 １０００ 万人次参与 “清明祭英烈” “学习和争

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 和

全区优秀童谣征集推广、 首届少儿家庭阅读等

活动ꎮ
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五个阵

地” 不断拓展
一是扎实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ꎮ ２０１６

年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 ７０ 个ꎬ 送优秀剧目到全区 １４ 个市

２７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展演ꎬ 超过 ３ 万名中小学

生观看演出ꎬ 广西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经验做

法得到中央媒体的采访报道ꎮ 二是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示范基地建设ꎮ 将桂林市

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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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建设成为自治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示范基地ꎮ 三是加强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活动联系点建设ꎮ 发挥全区 １６５ 个 “做一

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示范

引领作用ꎬ 创新活动方式方法ꎬ 围绕 “做一个

有道德的人” 主题精心设计实践活动ꎬ 吸引未

成年人积极参与ꎮ 四是加强全区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站 (中心) 建设ꎮ 采取集中培训、 专

题讲座、 现场观摩、 交流研讨、 案例讨论相结

合的方式提高教师专业水平ꎮ 开展校园心理剧

评比展演活动ꎬ 宣传心理健康知识ꎬ 提高全区

未成年人的心理素质ꎮ 广泛开展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宣传咨询和辅导ꎬ 组织开展心理微电

影、 心理微课、 心理微故事、 家教微讲堂等心

理微系列活动ꎬ 构建 “微作品＋微平台” 的心

理健康辅导模式ꎮ 建立 “１２３５５” 青少年服务

台ꎬ 开通 “１２３５５” 心理咨询转接热线及网上

ＱＱ 等心理咨询服务ꎬ 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心理

问题ꎮ 五是着力打造广西青少年网ꎮ 充分发挥

广西青少年专属网站的优势ꎬ 制作了一系列未

成年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专题专栏ꎮ 采编了一

批反映广西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内容的

优秀稿件ꎮ 积极引导青少年文明上网ꎬ 为全区

广大未成年人营造了健康向上的良好网络

环境ꎮ
五、 两项制度化建设取得新成果
一是志愿服务制度化迈向常态化ꎮ 召开全

区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ꎬ 总结交流社区志

愿服务的做法和经验ꎬ 进一步推动广西志愿服

务工作ꎮ 大力发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ꎬ
抓好全国文明单位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ꎬ
加强队伍培训ꎬ 完善督查通报制度ꎮ 自治区民

政厅、 自治区文明办等部门印发了 «关于做好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推广应用工作

的通知»ꎻ 南宁市通过 “志愿云” 信息系统加

强对志愿者队伍管理ꎬ 同时为实名认证志愿者

购买集体保险ꎻ 桂林市积极推进 «桂林市志愿

服务组织管理办法» 的制定ꎻ 梧州市开展 “千
个支部万名党员进社区双报到” 活动ꎮ 广西 １０
个志愿服务典型被评为 ２０１６ 年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ꎬ 涌现出一批全区

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ꎮ 二是诚信建

设制度化合力增强ꎮ 自治区文明办与自治区发

改委、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等联合开展对失

信单位的联合惩戒工作ꎬ 配合自治区有关部门

开展 “诚信兴商宣传月” “政府质量奖获奖企

业巡讲” 等宣传活动ꎮ
六、 运用互联网思维ꎬ 推动 “互联

网＋精神文明建设” 创新发展
一是广西文明网办网水平进一步提高ꎮ 充

分发挥广西文明网作为广西精神文明建设宣传

主力军的积极作用ꎬ ２０１６ 年ꎬ 广西文明网动态

栏目发布稿件 １ ６ 万多篇ꎬ 发布原创评论 ４０
篇ꎬ 制作专题 １６ 个ꎬ 策划制作 Ｈ５ 微场景 １２
个ꎮ 广西文明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文明广西”
推送的 Ｈ５ 作品 «七夕相约广西»ꎬ 获评由中

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主办的 ２０１６ 年 “网络

中国节” 优秀作品ꎮ 二是推出 «壮寨山水情»
等一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ꎬ 举办

了 “德行天下微影故事” ———广西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微电影 (青少年组) 大赛ꎮ 三

是建立完善文明办系统工作微信群ꎬ 通过微信

群加强了工作联系、 沟通和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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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自治区成立少年宣讲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少年宣讲团ꎬ 积极开

展 “弘扬我们的价值观” 少年宣讲工作ꎬ 引导

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建立四级宣讲体系ꎮ 举办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系列青少年宣讲大赛ꎬ 组建自治区、 市、
县、 乡四级层次少年宣讲团ꎮ 各级学校制定少

年宣讲工作制度ꎬ 将宣讲活动纳入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内容ꎬ 对培训管理、 宣讲方式、
活动要求、 经费保障等作出规定ꎮ

互动式感化ꎬ 注重心灵融合共鸣ꎮ 以报告

会、 座谈会、 班会、 宣讲会等互动形式ꎬ 讲述

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心灵感悟以及身边的美

德故事ꎮ 各学校定期召开 “弘扬我们的价值

观” 主题少年宣讲活动ꎬ 通过讲述自己亲历、
亲闻、 亲为的生动鲜活故事ꎬ 鼓励和带动更多

的学生加入 “少年宣讲团” 行列ꎬ 主动参与好

事宣传ꎬ 影响和带动未成年人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根植心中ꎮ
拓展式延伸ꎬ 促进宣讲全面渗透ꎮ 以真实

性、 典型性、 教育性、 故事性为评选标准ꎬ 引

导学生以挖掘提炼自己或身边的好人好事ꎬ 创

作宣讲稿件ꎮ 举办少年宣讲进家庭视频大赛ꎬ
鼓励学生与家长联合ꎬ 一起讲故事、 讲经历、
谈体会、 谈感受ꎬ 让家长主动参与到视频短片

拍摄中来ꎮ 举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明信

片设计大赛ꎬ 针对那些尚未具备写作能力的低

年级学生ꎬ 充分发挥他们想象力ꎬ 围绕 １２ 个主

题词基本内容创作主题明信片ꎬ 并在学校范围

内宣传推广ꎮ
注重创新少年宣讲方式ꎬ 把传统的说教式

的宣讲转化为生动活泼、 可视可触的有形的宣

讲模式ꎮ 采取传统文化 “说款” 形式ꎬ 打造

“小款师” 队伍ꎬ 利用民族语言、 七言绝句的

形式ꎬ 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ꎻ 开启校园

“微宣讲” 模式ꎬ 打造 “少年名嘴”ꎬ 定期开展

宣讲和点评ꎬ 促进共同提高ꎻ 在思想品德课

中、 校园文化艺术节中引进少年宣讲ꎬ 下发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读本ꎬ 并利用学校晨

会、 夕会时间开展班级宣讲、 年级宣讲、 校级

交叉宣讲ꎮ 通过学生对学生宣讲、 学生对家长

宣讲、 学生对社会宣讲ꎬ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ꎬ
达到整体促进的目标ꎮ

来宾市发展新乡贤文化
２０１６ 年ꎬ 来宾市坚持 “挖掘家乡历史ꎬ 抢

救文化遗产ꎬ 发展特色文化ꎬ 弘扬乡贤精神ꎬ
推动移风易俗” 为宗旨ꎬ 充分发挥贤人志士的

学识专长和影响力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工作ꎬ 建

设美丽家乡ꎮ
注重乡贤文化的挖掘ꎬ 利用建立在自然

屯、 由乡贤人士组成的 “三会” (屯级党支部

会、 屯级事务理事会、 屯级财务监事会) 组

织ꎬ 培育打造乡贤文化基地ꎬ 充分发挥贤人志

士的经验、 学识、 技艺、 专长ꎬ 倡导文明新

风ꎬ 组建乡贤文艺队ꎬ 把乡贤文化和移风易俗

优秀节目演进城区、 机关、 企业、 学校ꎬ 极大

促进了乡风文明ꎬ 推动了农村移风易俗工作ꎮ
通过举办来宾 “红水河” 文化艺术节、 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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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的 “土司文化” 和金银花节、 金秀瑶族自

治县的瑶王节和旅游论坛、 武宣县的金葵花节

等系列活动搭建乡贤用 “武” 平台ꎬ 邀请众多

著名乡贤回乡团聚发展ꎻ 以 “乡情、 乡亲、 乡

愁” 为纽带ꎬ 借助历史文物、 自然资源ꎬ 让从

乡村走出的精英ꎬ 最后被乡愁和发展机遇吸

引ꎬ 进而支持家乡建设ꎬ 掀起广大乡贤回乡投

资建设高潮ꎮ
实施了 “十百千” 文化人才培育工程ꎬ 出

台了 «来宾市村级文体管理员细则»ꎬ 在全市

７７１ 个行政村 (社区) 选配了有文化、 有文艺

特长、 会组织活动、 会做群众工作的村级文体

管理员ꎬ 市、 县文化部门定期定量的开展乡村

文艺骨干培训ꎬ 加强了农村文化队伍建设ꎬ 为

培育乡贤文化提供后备力量ꎮ
民间自发组织举办同乡会、 宗亲会、 校友

会等各类活动ꎬ 搭建了乡贤信息交流平台ꎬ 为

广大群众提供一个交流、 沟通、 合作、 互动的

平台ꎬ 同时也为广泛联系和团结在外同乡积极

发挥人缘、 地缘优势ꎬ 起到积极宣传和推介

作用ꎮ
充分发挥民间艺人、 文艺类人才、 文化经

济人才以及书法、 美术、 摄影类等人才的带动

示范作用ꎬ 促进了乡贤文化落地生根ꎮ 如象州

县马坪乡廖引邦既是本地经济能人ꎬ 又是象州

县马坪乡壮欢协会会长ꎬ 个人捐赠土地并垫资

８０ 余万元修建了马坪乡综合文化站ꎬ 捐资 １５
万元修建了马坪村公共服务中心ꎬ 广受好评ꎮ

梧州市 “圆梦 １＋１” 爱心助学大行动
梧州市创新开展 “圆梦 １＋１” 爱心助学公

益活动ꎬ 搭建帮扶平台ꎬ 发挥桥梁作用ꎬ 发动

爱心团体和个人帮助山区孩子成才圆梦ꎮ
组织人员对全市 ８５８ 个教学点教室、 学生

宿舍、 办公设备、 学生情况及需要扶持的项目

或物资等进行摸底调查ꎬ 建立爱心公益活动信

息库ꎬ 精准掌握帮扶对象和帮扶需求ꎮ ２０１６
年ꎬ 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为山区学校

捐助爱心助学物资近 ４０ 万件ꎬ 筹集爱心善款

５９２ １４８ 万元ꎮ
市直主要媒体开设活动专栏ꎬ 宣传社会各

界关心资助贫困学生的感人事例和先进典型ꎬ
扩大爱心助学工作的社会影响面ꎬ 动员爱心力

量加入到爱心助学活动中来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刊发相

关报道 ３００ 多篇ꎮ 在舆论宣传的引导下ꎬ 市内

外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关注ꎬ 以实际行动

支持圆梦 “１＋１” 公益活动ꎬ 为教学点新建学

生厕所、 翻修旧教学楼、 硬化运动场等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圆梦 １＋１” 组委会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了

“我为山区孩子送本书” 活动ꎬ 爱心企业为边

远教 学 点 捐 赠 爱 心 书 架 １０００ 个、 图 书

４３３８０ 册ꎮ
加强帮扶对象与爱心团队的互动ꎬ 通过捐

赠仪式、 换位体验、 趣味互动游戏等形式ꎬ 让

受助者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ꎬ 让捐赠者觉得

捐的有意义ꎬ 使活动得到广泛认同ꎮ 开展一所

市区学校帮扶一个教学点的 “１＋１” 帮扶活动ꎬ
组织 １８ 所市直管学校帮扶教学点ꎬ 通过爱心义

卖、 体艺交流等活动进行教学资源、 艺术教育

等方面的帮扶ꎬ 建立起城乡学校长效帮扶机

制ꎬ 稳步提升教学点的教育教学质量ꎮ 制作形

象宣传标识ꎬ 面向社会征求活动标志和主题歌

曲ꎬ 作为形象宣传标识和主题歌曲ꎻ 落实协调

联动机制和激励机制ꎬ 对于爱心企业、 团队的

形象宣传给予大力支持ꎬ 对于爱心个人给予大

力褒扬ꎬ 发挥爱心示范引领作用ꎮ

南宁市抓实志愿服务制度化
南宁市坚持推进志愿服务信息化、 志愿服

务保障化和志愿服务项目化ꎬ 培育志愿服务文

化、 志愿服务品牌活动ꎮ
推进志愿服务信息化ꎮ 接入了以 “中国志

愿服务” 为基础的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ꎬ 将

志愿服务与 “互联网＋” 深度融合ꎬ 实现了志

愿者招募注册、 互动交流、 信息共享、 时长记

录、 星级评定、 嘉许回馈等 “一站式” 管理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市志愿者人数达 ５０ 多万人ꎬ 其中

网上注册志愿者 ４６ 万人ꎬ 占全市建成区常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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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数的 １３％ꎬ 注册志愿服务组织 １２００ 多个ꎬ
发布志愿服务项目 ３６００ 多个ꎬ 全年参与志愿服

务时间 ２１ 万小时ꎮ
推进志愿服务保障化ꎮ 为全市 ４０ 多万实名

注册志愿者购买了集体保险ꎬ 并设立南宁市志

愿者大病互助基金ꎬ 专项用于志愿者大病救

助ꎮ 志愿者集体保险制度的建立ꎬ 减少了全市

各县区、 各公益组织每年在本辖区、 本组织的

志愿者保险的投入ꎬ 节约了财政开支ꎬ 而且实

现了对志愿者的全覆盖ꎮ
推进志愿服务文化培育ꎮ 设计推出南宁市

志愿服务动漫形象 “帮帮侠”ꎬ 广泛运用于地

铁、 公交车的公益活动和公益宣传中ꎮ 拍摄制

作了系列志愿服务宣传片 «能帮就帮　 来了就

做志愿者» « “帮帮侠” 带你加入志愿云»ꎬ 在

全市各大影院作为映前公益广告循环播放ꎬ 观

看人数达到 ９０ 多万人次ꎬ 有效普及了志愿服务

理念ꎮ
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品牌化ꎮ 打造一批参与

广、 影响大的志愿服务品牌ꎬ 吸引更多市民的

支持及参与ꎮ 如开展 “帮帮侠” 公共自行车清

洁维护公益行动ꎬ 有力倡导了 “爱护公物、 人

人有责” 和 “文明出行、 绿色低碳” 的理念ꎮ
如无偿献血ꎬ ２０１６ 年全市共有 １３ ２ 万人次献

血ꎬ 献血总量 ５２ ７４ 吨ꎮ 献血人数和献血量逐

年增加ꎬ 连续 １０ 年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

市” 称号ꎮ
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化ꎮ 设计了涵盖扶贫、

扶老、 助学、 文明风尚引导等多个领域的志愿

服务项目ꎬ 举办南宁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交

流洽谈会ꎬ 来自全市 １００ 多支志愿服务团队现

场进行志愿服务项目交流、 洽谈项目合作ꎬ 共

支持项目 ７０ 多个ꎬ 支持资金共计 １００ 多万元ꎬ
进一步整合社会各界的资源ꎬ 积极扶持社会志

愿服务组织发展壮大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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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海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突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ꎬ 坚持教育引导、 舆

论宣传、 文化熏陶、 典型示范、 实践养成、 制

度保障多管齐下ꎬ 不断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ꎬ 取得了明显成效ꎮ
一、 持续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落实中央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意见» 和海南省实施意见精神ꎬ 多形

式、 多渠道刊播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让

更多的群众了解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丰富内

涵ꎬ 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ꎮ 海南日

报、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等省内主要新闻媒体拿

出版面、 频道、 时段刊播 “讲文明　 树新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ꎬ 各市县结合文

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

明校园 “五大创建” 活动ꎬ 利用建筑围挡、 楼

宇电视、 社区宣传栏等社会媒介展示传播核心

价值观ꎬ 让人们抬头即见、 驻足即观ꎮ 组织开

展 “小手拉大手熟知价值观” 活动ꎬ 运用微

信、 微电影、 手机 ＡＰＰ 等新媒体传播方式ꎬ 通

过开学典礼、 校园广播、 校讯通等载体ꎬ 引导

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把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自

觉行动ꎮ 注重典型示范引领ꎬ 大力开展道德模

范、 “身边好人” 和文明家庭学习、 宣传活动ꎬ

推选一批美德少年、 优秀志愿者、 “文明导

游”ꎬ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 对象化ꎮ
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 (广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道德讲堂、 琼州学堂等阵

地ꎬ 营造百姓日常教育生活场景ꎮ 继续深化拓

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实践活动ꎬ 举办黎族苗

族 “三月三” 节、 “冼夫人文化节”、 海南乡村

旅游文化节、 海南书香节、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等节庆活动ꎬ 引导群众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ꎮ 通过海口现代琼剧排演、 儋州山

歌调巡演、 乐东崖州民歌巡唱、 临高渔歌 “哩
哩美” 传唱等艺术形式ꎬ 增进人们对核心价值

观的认知认同ꎮ 利用纪念建党 ９５ 周年、 红军长

征胜利 ８０ 周年、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成立 ９０ 周

年ꎬ 深入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ꎬ 唱响爱国主

义主旋律ꎮ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观、 中国梦等内容的宣传教育纳入文明创建各

类测评体系ꎬ 融入行业规范、 村规民约ꎬ 促进

核心价值观宣传制度化、 常态化ꎮ
二、 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在文明城市创建方面ꎬ 重点推动海口、 三

亚、 琼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ꎮ 海口 “双创” 刷

新一座城、 三亚 “双修” 让城市更美丽、 琼海

打造 “全域 ５Ａ 级景区”ꎬ 得到了省委、 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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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肯定ꎮ 海口市在 ２０１６ 年全国 ９ 个省会

(首府) 城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年度测评排名

第二ꎬ 三亚 “双修” 的经验向全国推广ꎮ 广泛

开展省级文明城市创建ꎬ 全省 １５ 个市县强化问

题导向ꎬ 着力补齐短板ꎬ 保持创建经常化ꎬ 一

批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得到解决ꎬ 人民群众获

得感、 幸福感进一步提升ꎮ 年底对 １５ 个市县创

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进行年度测评ꎬ 澄迈、 陵

水、 乐东位居前三名ꎮ 在文明村镇创建方面ꎬ
把海南文明生态村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ꎬ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效ꎬ ２０１６ 年

新建文明生态村 ８２２ 个ꎬ 完成了年度创建任务ꎬ
超额完成海南省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到 ２０１６
年全省文明生态村建设达到 ７５％的目标ꎮ 结合

“全域旅游” 示范省创建ꎬ 深入实施 “美丽海

南百千工程”ꎬ 促进文明生态村升级改造ꎬ 打

造出儋州美万新村、 临高西北村、 陵水坡村、
保亭新政镇等一批示范村镇ꎬ 助力乡村旅游发

展和农村脱贫攻坚ꎮ 完成 ８０ 个文明生态村宣传

文化室等农村文化设施配套建设建设ꎮ 继续组

织开展全省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 (舞) 大

赛ꎬ 参赛队伍逾千支ꎬ 覆盖人群逾 １０ 万ꎬ 有力

地推动海南文明生态村建设和全民健身运动的

开展ꎬ 推进移风易俗ꎬ 树立文明乡风ꎮ 在文明

单位创建方面ꎬ 组织全省 ３２８ 个省级及省级以

上文明单位ꎬ 广泛开展 “结对子、 种文化” 活

动ꎮ 据统计ꎬ 共投入 １５００ 多万元资金 (或物

资)ꎬ 结对帮扶一批贫困乡村和共建一批文明

生态村ꎬ 助力全省脱贫攻坚ꎮ 在文明家庭创建

方面ꎬ 组织开展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推荐

活动ꎬ 李朵等 ５ 个家庭获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ꎮ 启动第一届全省文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ꎬ
以评选促创建ꎬ 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家庭文明

建设ꎬ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ꎮ 在

文明校园创建方面ꎬ 落实中央通知要求ꎬ 下发

«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 “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的实施方案»ꎬ 动员各大中小学校积

极开展文明校园创建ꎬ 推动 ２０％的学校创建文

明校园ꎮ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ꎬ

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活动ꎬ 把创

建活动延伸到班级、 宿舍ꎬ 夯实校园文化

根基ꎮ
三、 广泛开展社会风尚行动
时代新风尚ꎬ 需要 “精气神” 的丰厚滋

养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海南省广泛开展第五届全国、 全

省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ꎮ 十年如一日关注地

中海贫血症患儿的 “公益达人”、 全国助人为

乐道德模范文兵ꎬ 在台风 “电母” 中因转移群

众而遇难的边防战士、 全国见义勇为好人欧阳

文健ꎬ 临危不惧、 勇斗歹徒的英雄保安王才发

等一批先进典型ꎬ 为全社会树立了道德标杆ꎮ
改造农村 “公期”、 深化殡葬改革、 开展节俭

养德全民节约行动ꎬ 推动移风易俗ꎬ 树立文明

乡风ꎮ 持续开展 “我评议、 我推荐身边好人”
活动ꎬ 向中国文明网推荐可亲可敬可学的 “身
边好人” ５５ 人ꎬ 林扬、 张心芸等 ７ 人荣登 “中
国好人榜”ꎮ 关爱帮扶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ꎬ 安排专项资金ꎬ 走访、 慰问 ３０
多位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ꎬ 树

立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ꎮ 宣传推选出 ４０ 个志愿

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ꎬ １ 名志愿者、 ２ 个

志愿服务组织、 １ 个志愿服务项目、 ２ 个社区

被推选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

进典型ꎬ 引导带动更多的人积极参加学雷锋志

愿服务ꎮ 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ꎬ
组织党员干部到社区参与志愿服务ꎬ 为社区困

难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ꎬ 发挥党员志愿者

的示范带头作用ꎮ 博鳌亚洲论坛、 文昌火箭首

飞等专项志愿服务活动ꎬ 提升了海南志愿服务

品牌ꎮ 注重发挥省文明旅游联席会作用ꎬ 广泛

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和 “最美导游” “最美游客”
选树活动ꎬ 树立文明旅游风尚ꎮ 落实游客不文

明行为记录制度ꎬ 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力

度ꎬ ２ 名游客被列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ꎮ 积

极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ꎬ 加

强对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 食品药品、 质量监

督、 检验检疫、 统计、 税收等领域等违法失信

企业 (或主体责任人) 及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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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ꎬ 推动形成个人讲诚信、 企业守信誉的良

好氛围ꎮ 加强部门协作ꎬ 强化实施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措施ꎬ 对 ２１ 家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企业

和案件当事人实施了联合惩戒ꎬ 对 ４ 家企业解

除了相应的联合惩戒措施ꎮ 广泛开展诚信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ꎬ 大力宣传诚信人物、 诚信企

业、 诚信群体ꎬ 公民诚信意识明显提高ꎮ 深化

网络文明传播行动ꎬ 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文

化ꎮ 把网络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ꎬ 着力发挥 “两网一平台” (海南文明网、
中国文明网联盟海南站和文明海南微信公众平

台) 的主阵地作用ꎬ 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方

面的宣传ꎬ 组织开展网上文明礼仪、 文明旅

游、 文明交通、 诚信建设、 志愿服务等公益活

动ꎬ 激发网络空间正能量ꎬ 打造 “互联网＋精
神文明建设” 新品牌ꎮ

四、 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 “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开展优秀童谣

征集推广活动ꎬ 东方市铁路小学三 (６) 班梁

皓铭同学创作的 «小乌龟» 获得全国第六届

优秀童谣一等奖ꎮ 以 “做文明海南人” 为主

题ꎬ 深入开展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活动 ２５７
场ꎬ 在中西部 １０ 个市县开展了关爱农村未成

年人文化扶贫志愿服务 “五个一” 活动共 ５０
场ꎬ 拓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内容、 方式ꎮ
推动 “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ꎬ 海南省 ５ 个

国定贫困市县实现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全覆盖ꎮ
深化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和 “扫黄打

非” 工作ꎬ 加强网吧、 图书音像、 电子和歌

舞娱乐等场所的监管ꎬ 进一步净化社会文化

环境ꎮ 保亭县创新思想道德教育方式ꎬ 推行

“雅行教育”ꎬ 促进未成年人文明礼仪、 言谈

举止、 生活自理、 仪表着装和卫生习惯等行

为习惯的养成ꎮ

特色活动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针对中小学生普遍

存在的 “责任担当” 缺失、 “文明礼仪” 缺失、
文明行为习惯养成难等文明校园创建中的实际

问题ꎬ 把诚信友善、 责任担当、 文明礼仪、 文

明习惯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与美德少

年、 道德模范、 先进人物与海南 “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 等创建

活动有机结合起来ꎬ 运用语言艺术、 背景音

乐、 视频播放、 现场互动等方式ꎬ 寓教于乐、
寓教于德ꎬ 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文明思想、 文明

修养、 文明知识、 文明习惯等根植于未成年人

心中ꎮ 广大未成年中小学生内心被深深触动ꎬ
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文明是一种品德、 一种修

养、 一种精神风貌ꎮ 许多学生因此深刻反省自

己ꎬ 纷纷表示在家要孝敬父母、 做个文明孩

子ꎻ 在校要尊敬老师、 友爱同学、 爱护公物ꎬ
做个文明学生ꎻ 在社会公共场所要谦虚有礼、
尊老爱幼、 遵守公共文明规则ꎬ 做个文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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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海南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深入

海口、 儋州、 琼海、 文昌、 东方、 万宁、 五指

山、 乐东、 临高、 定安、 陵水、 屯昌、 琼中、
保亭、 白沙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等 １６ 个市县

(区) 的 ２５９ 所中小学校ꎬ 受益师生与家长达

８２ ３ 万人次ꎮ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以 “做文

明海南人” 为主题内容ꎬ 采用名家演讲大课堂

模式、 视听结合模式、 现场互动模式相结合的

开放式演讲ꎬ 让学生心灵受到文明的洗礼ꎬ 引

发学生强烈的心声共鸣ꎮ

三亚支教志愿者
从海南省三亚市到海拔 ３２００ 米的新疆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以下简称塔县)ꎬ 直线

距离超过 ４０００ 公里ꎬ ６ 年里 １２ 批三亚大小洞

天支教服务队志愿者从 “鹿城” 来到 “石头

城” 播撒知识的种子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大小洞天支教服务队以 “大

爱无疆、 放飞梦想ꎬ 爱心传递、 播撒希望” 为

宗旨ꎬ 共开展 １２ 批支教志愿活动ꎬ 共计志愿者

３２ 人ꎮ 第一个五年支教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第

十批支教老师的回归圆满收尾ꎬ 之后又与当地

教育局商谈续签 ５ 年支教事宜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批支

教老师共计 ６ 人ꎬ 服务总时数 ５７６０ 小时ꎬ 人均

服务时数 ９６０ 小时ꎬ ２０１６ 年全年受益学生累计

达到 ５２０ 余人ꎮ
大小洞天景区是以传统的中国道家文化为

主题ꎬ 聚道家养生、 道家人文景观、 道家文化

艺术为一体的旅游风景区ꎮ 志愿者们通过 “一
文一武” 将国学修养有机地融入教学ꎮ “一

文”ꎬ 即在传授学生各科学知识的同时ꎬ 通过

国学知识的融入ꎬ 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 做人

标准、 爱国情怀ꎮ “一武”ꎬ 即通过组建学生太

极队ꎬ 将国粹 “太极扇” 融入塔吉克民族文化

中ꎬ 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亦能培养学生耐心及自

信心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支教之家开展长期公益活

动 “情系边疆ꎬ 衣起出发”ꎮ 活动一经开展ꎬ

受到广泛关注ꎬ 源源不断的爱心涌入到帕米

尔高原上ꎮ ２０１６ 年志愿者共捐赠 ４８０ 余件裤

子、 棉衣 ６８ 件、 毛衣 ７３ 件等ꎮ 经塔县教育

局、 塔县文工团的协助ꎬ 在塔志愿者多方联

系ꎬ 受 助 地 点 为 瓦 恰 村ꎬ 受 助 村 民 近 ３００
余人ꎮ

支教活动把海南与新疆帕米尔高原紧密联

系在了一起ꎮ 塔县政府多次表达将新疆塔吉克

优秀的民族歌舞剧目通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大

舞台展现给世界的意愿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中国 ５６
个民族唯一欧罗巴白色人种ꎬ 塔县唯一一支塔

吉克县文工团ꎬ 从冰山之巅到椰林碧海进行文

艺会演ꎬ 为两地文化交流合作搭建了新的

桥梁ꎮ
“支教之家服务队” 先后被评选为 “十佳

志愿组织”、 中国网事海南好人 “２０１５ 年度十

大人物”ꎻ “源缘圆” 梦园帕米尔项目获得

２０１６ 年海南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等ꎮ 大小

洞天发展有限公司荣获 “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工

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ꎬ 荣获三亚市政府妇儿

工委、 三亚市妇女联合会授予的 “关爱山区留

守儿童　 捐建社区爱心书屋　 爱心单位”ꎮ

澄迈县 “家家乐” 活动丰富
海南省澄迈县 “家家乐” 农民文化活动

是由政府主导、 农民群众自行组织的传统农

民文化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农历二月十

五日) 澄迈县围绕深化 “我们的节日” 主题

活动ꎬ 在加乐镇举办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多

种乡村民俗节目的 “家家乐” 农民文化节ꎮ
“家家乐” 农民文化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彩ꎬ 有

彩车、 方队巡游展演、 男子排球比赛、 优秀

琼剧会演、 女子拔河活动和本土特色产品展

销会等ꎮ
“家家乐” 农民文化活动ꎬ 充分体现了澄

迈县的文化形象ꎬ 反映了澄迈县农民的文化素

质和精神风貌ꎬ 已成为倡导先进文化、 引领社

会新风尚、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ꎬ 成

为挖掘地方传统民俗文化资源、 推进农村文化

０３０１



海南省

建设、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ꎬ 每年吸

引本镇和周边乡镇及市县众多群众参与ꎬ 影响

力不断扩大ꎬ 成为享誉海南的一大地方特色文

化品牌ꎮ 本届 “家家乐” 农民文化节活动还举

办了 “加乐镇本土特色产品展销会”ꎬ 展示了

加乐地区的特色产品ꎬ 有沉香工艺品、 石磨黑

豆腐、 寿百山山茶油、 酬信蜂蜜、 尖锥等特色

产品ꎬ 吸引了广大省内外群众前来品尝购买ꎬ
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ꎮ

(海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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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重庆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坚持新发展理念ꎬ 突出问题

导向ꎬ 打造工作品牌ꎬ 各方面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ꎬ 推出全国美德少年 ３ 人、 “中国好人” ２４
人、 全国文明家庭 ８ 个ꎬ 志愿服务项目获第三

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５ 个、 银奖

１７ 个ꎮ
一、 突出平民化选树ꎬ 道德典型 “有

血有肉”
坚持群众评、 评群众ꎬ 把群众身边的先进

典型、 杰出代表评出来、 树起来ꎬ 用身边人、
身边事引导群众学好人、 做好人ꎮ

１ 优中选优评好人ꎮ 深化 “我推荐、 我评

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统一推荐渠道ꎬ 改进评审

方式ꎬ 整合 “重庆好人” 和 “感动重庆人物”
评选ꎬ 每月从 ３０ 名 “重庆好人” 中评定 １０ 名

“感动重庆” 月度人物ꎬ 并择优推荐上报参评

“中国好人”ꎮ
２ 创新形式学好人ꎮ 举办月度发布会ꎬ 发

布善行义举榜ꎬ 隆重推出感动人物和身边好

人ꎮ 结合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ꎬ 举办 “好人

在身边” 微访谈市级示范活动 １２ 场ꎮ 开设

“德耀巴渝” 专版专栏ꎬ 深度报道道德模范的

感人事迹ꎬ 为全国道德模范方联海、 马善祥制

作 ２ 期 “真诚沟通” 专题节目ꎬ 在央视新闻频

道滚动播出ꎮ 组织开展道德典型进机关、 进学

校、 进社区、 进企业、 进军营活动ꎬ 精心承办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 ３ 场ꎬ
举办道德模范 “心语微发布” 市级示范活动ꎬ
引导市民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ꎮ

３ 完善机制帮好人ꎮ 制定 «重庆市礼遇关

爱道德典型试行办法»ꎬ 协调市财政 １００ 万元

专门用于关爱帮扶ꎬ 联合市慈善总会每月资助

３ 名贫困身边好人各 ５０００ 元ꎮ 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ꎬ 春节前夕看望慰问各类道德模范 ３００ 余名ꎬ
发放慰问物资合计 １４０ 余万元ꎮ 举办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访谈暨重庆银行 “爱心公益基

金” 捐赠活动ꎬ 重庆银行出资 ２０ 万元ꎬ 帮扶

３３ 名生活困难的 “道德模范” 和 “中国好

人”ꎮ 鼓励各区县搭建社会化帮扶平台ꎬ 采取

创业扶持、 免费体检、 办理保险等方式ꎬ 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 ２００ 余件ꎮ
二、 突出规范化管理ꎬ 志愿服务 “有

声有色”
围绕 “德耀巴渝志愿重庆” 主题ꎬ 以

“你帮我帮大家帮” 为总抓手ꎬ 强化志愿者队

伍建设ꎬ 创新志愿服务方式ꎬ 志愿精神广为

弘扬ꎮ
１ 加强平台建设ꎮ 推进志愿服务站点建

设ꎬ 重庆市 ８１％的社区建立了志愿服务站ꎬ 公

２３０１



重庆市

共区域建立志愿服务岗亭 １２００ 多个ꎮ 推广使用

“志愿重庆” 志愿云信息系统ꎬ 规范志愿服务

登记注册、 项目管理、 时长记录ꎮ “重庆志愿

者” 微信粉丝达 ３１ 万ꎬ 成为重庆志愿服务工

作的主要传播平台ꎮ
２ 强化队伍建设ꎮ 坚持 “只要你愿意ꎬ 我

们都欢迎”ꎬ 重庆实名注册志愿者达 ４４８ 万ꎬ
占全市居民人口总数的 １３ ５％ꎮ 依托行业系统

主管部门ꎬ 建立医疗、 环保、 消防等专业志愿

服务队伍 ８ 个、 区县分队 ４０ 个ꎬ 新增专业志愿

服务组织 ５７０ 个、 专业志愿者 ３２ 万ꎮ 举办志愿

服务培训班ꎬ 开展各类培训 １ 万多场次、 １１０
多万人次ꎮ 组织一批领军志愿服务组织、 重点

志愿服务社区负责人参加全国各类志愿服务培

训班ꎬ 组织能力和服务水平切实提升ꎮ
３ 完 善 制 度 机 制ꎮ 印发 « “ 志愿之区

(县) ” 创建办法 (试行) »ꎬ 渝中、 渝北、
九龙坡、 云阳等 １１ 个创建区县志愿服务制度化

建设取得长足发展ꎮ 开展志愿服务嘉许激励专

题调研ꎬ 指导区县完善嘉许激励措施ꎬ 有效调

动志愿者积极性ꎮ
４ 丰富活动内容ꎮ 围绕精准扶贫ꎬ 实施

“我们一起奔小康” 志愿行动ꎬ 动员 ８３００ 多个

志愿服务组织、 ３４００ 多个爱心企业、 ６８ 万余名

志愿者ꎬ 结对帮扶贫困户 ３１ 万多户ꎬ 集中开展

扶贫活动 ３ 万多场次ꎮ 紧扣重大节日节点ꎬ 开

展 “重庆志愿服务季” 系列活动ꎬ 开展活动

７２０ 余场次ꎬ 群众参与 ３４０ 万人次ꎬ 专业志愿

服务发展取得突破ꎮ 在扶贫、 助残、 消防等 ８
个领域ꎬ 开展系列 “最美志愿者” 推选活动ꎬ
评出最美专业志愿者 １４０ 名ꎮ 重庆 ３ 名志愿者、
２ 个项目、 ３ 个社区、 ３ 个组织入选全国志愿服

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ꎮ
三、 突出常态化开展ꎬ 文明创建 “有

形有神”
深化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

明家庭、 文明校园创建ꎬ 保持创建工作常态

化ꎬ 坚持创建靠民、 创建惠民ꎬ 切实增强群众

获得感和满意度ꎮ

１ 完善制度建设ꎮ 召开创建工作协调会ꎬ
加紧研制 «重庆市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 文明

村镇、 文明市民评选表彰管理实施细则»ꎬ 制

定 «重庆市关于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

方案»ꎬ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更加科学合

理、 规范有序ꎮ 坚持常态化管理ꎬ 对市级文明

村镇、 文明单位进行全面复查ꎮ
２ 紧密围绕中心ꎮ 制定 « “爱心进农家”

文明单位志愿扶贫行动实施方案»ꎬ 举办市级

示范活动ꎬ 发动 ３３００ 个市级以上文明单位结对

帮扶贫困户ꎬ 综合运用产业、 就业、 文教、 科

技、 捐赠等手段ꎬ 开展精准扶贫活动 １ ５ 万余

次ꎬ 直接受益群众 ４７ ３ 万人ꎮ 广泛开展诚信主

题教育ꎬ 探索利用诚信 “红黑榜” 全媒体发布

平台ꎬ 构建 “一季度一发布” 机制ꎬ 全年公示

曝光 “老赖” １６ 万多名ꎮ 启动无烟机关创建ꎬ
助推健康中国、 健康重庆建设ꎮ

３ 突出共建共享ꎮ 坚持文明带提名、 提名

带创建ꎬ 加大对沙坪坝、 黔江、 南川等区县文

明城市创建业务培训力度ꎬ 指导有关区县做好

中央文明办年度测评工作ꎮ 探索 “志愿服务＋
文明城市创建”ꎬ 推动文明城市共建共享ꎬ 提

升市民知晓率、 参与率和满意度ꎮ 开展 “车窗

抛物” 专项治理行动ꎬ 探索德法并举新经验ꎮ
４ 营造良好氛围ꎮ 组织媒体集中宣传报道

重庆推出的 ８ 个全国文明家庭的先进事迹ꎬ 精

心策划主题报告会、 创编小品和短剧等文艺作

品ꎬ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ꎮ 扎实

开展文明校园测评ꎬ 出台文明校园创建系列试

行办法ꎬ 增强学校创建自觉性、 主动性ꎮ 推广

以固化符号点亮 “我们的节日” 活动做法ꎬ 固

化节日地标符号、 文化符号、 品牌符号ꎬ 加强

节日文化阵地建设ꎬ 开展主题活动 ２０００ 多场

次ꎬ 参与群众 １０００ 多万人次ꎮ
四、 突出品牌化培育ꎬ 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 “有序有为”
在坚持中深化、 深化中坚持ꎬ 突出立德树

人ꎬ 注重实践养成ꎬ 通过学校、 家庭、 社会联

动ꎬ 帮助孩子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ꎬ 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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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ꎮ
１ 持续做好乡村学校少年宫工作ꎮ 设计乡

村学校少年宫标志及徽章ꎬ 规范新建乡村学校

少年宫 ４２ 所ꎬ 召开重庆乡村学校少年宫培训会

议ꎬ 对全市 ３３２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述职考

评ꎮ 开展 “百家百校” 志愿行动ꎬ 招募 １００ 名

全国知名书画家结对 １００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评选一批乡村学校少年宫优秀辅导员、 优秀负

责人ꎮ 重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经验在中

宣部 «党建» 杂志刊发ꎬ 并受中央文明办委托

编写 «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指导手册»ꎮ
２ 深入开展 “九童圆梦” 行动ꎮ 在重庆中

小学、 ３３２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 ８１ 个 “九童圆

梦” 示范基地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圆梦示范活

动ꎮ 出版九童圆梦系列丛书 ９ 册ꎮ 开展美德少

年评选展示活动ꎬ ３ 名学生荣获 “全国美德少

年” 称号ꎮ 举行 «立德童剧» 首发式ꎬ 召开重

庆川剧艺术节暨川剧育人座谈会ꎬ 开展 “童心

向党” 歌咏活动、 “寻找最美教师” “寻找最美

家书” 活动和 “优秀童谣” 征集评选活动ꎮ
３ 深化 “红樱桃” 行动ꎮ 深入开展第四届

红樱桃 “四季有爱” 行动ꎬ “春日植爱” 活动

种植樱桃树 ５ 万棵ꎬ 组织 ２ ７ 万名义工为 １０８
所乡村学校留守儿童义摘义卖樱桃ꎮ “夏日心

爱” 活动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巡回讲座 １０２ 场ꎮ
“秋日俭爱” 活动组建 ２１ 支红樱桃高校爱心团

队ꎬ 通过公益市场营销义卖加多宝等爱心产品

２ 万件ꎬ 为留守女童购买爱心小鹅ꎮ “冬日针

爱” 活动由主城 ９ 区走向 ２６ 个区县ꎬ 捐赠爱心

物资 ２００ 余万元ꎬ 参与志愿者 ３０ 万人ꎬ 编织成

品 ３５ 万余件ꎮ
４ 帮助困境儿童ꎮ 出台 «关于开展爱在身

边———关爱困境儿童关心失独家庭志愿行动的

通知»ꎮ 在困境儿童聚居的社区和村镇ꎬ 规划

建设一批困境儿童关爱中心童乐园ꎮ 协调民生

银行、 大德基金会资助困境美德少年谈莉等 ２０
人学费 １０ 万元ꎮ 收集在校困境儿童信息ꎬ 为困

境儿童和失独家庭建档立卡ꎮ 为 ３３２ 个乡村学

校少年宫配备 “爱心妈妈”ꎬ 开展 “六个一”

关爱活动ꎮ
五、 突出系统化推进ꎬ 文明旅游 “有

力有效”
开展 “文明出游、 人人有礼” 主题活动ꎬ

针对市内游到国内游、 出境游ꎬ 坚持综合施

策ꎬ 完善长效机制ꎬ 实现文明旅游工作对象和

环节全覆盖ꎮ
１ 发出文明倡导ꎮ 举办 “文明出游ꎬ 人人

有礼” 启动仪式ꎬ 邀请王源担任重庆市文明旅

游公益大使ꎬ 发出文明旅游倡议ꎮ ２ 万余名中

小学生自发参与 “我为文明旅游代言” 行动ꎬ
获得海内外媒体积极评价ꎮ

２ 注重文明引导ꎮ 协调电信、 移动、 联

通ꎬ 向出入重庆的游客免费发送文明旅游提醒

短信ꎮ 为来渝游客发放文明旅游护照ꎮ 推出一

批文明旅游公益广告ꎬ 在全市车站、 机场、 码

头、 高速公路服务区和 ３Ａ 级以上景区发布ꎬ
营造浓厚氛围ꎮ

３ 开展文明劝导ꎮ 推广使用文明旅游礼

帽、 礼旗、 礼衫、 礼包、 礼箱等标识ꎬ 招募 １０
万名劝导员积极开展文明规劝ꎬ 促使游客文明

旅游ꎬ 重庆景区、 花园花卉攀折率下降 ６０％ꎮ
４ 强化文明传导ꎮ 开通 “礼游重庆” 微信

公众平台ꎬ 推出 “礼游重庆” 专题网页ꎬ 开展

“文明旅游随手拍” “寻找重庆文明旅游典范”
活动ꎬ 推出一批 “文明景区” “文明导游”
“文明游客” “文明旅游志愿者”ꎮ

５ 加强文明督导ꎮ 健全文明旅游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ꎬ 定期督查文明旅游工作ꎬ 杜绝了较

大不文明旅游事件的发生ꎮ 中宣部 ３ 次组织中

央全媒体采访重庆文明旅游工作ꎮ
六、 突出生活化融入ꎬ “衣食住行”

文明行动 “有板有眼”
围绕说文明话、 行文明事、 做文明人ꎬ 坚

持丰富内涵、 拓展外延ꎬ 持续深入开展 “衣食

住行” 文明生活行动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细落小落实ꎮ
１ “衣旧情深” 行动ꎮ 指导渝中、 沙坪

坝、 云阳等区县深入开展 “衣旧情深” 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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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行动ꎬ 安置衣物捐赠箱 ４００ 多个ꎬ 累计收集

衣物 １００ 余吨ꎬ 为群众捐赠发放衣物 ５ ２ 万

多件ꎮ
２ “文明餐桌” 行动ꎮ 指导南岸、 荣昌、

渝北等区县深入开展 “文明餐桌” 行动ꎬ 参与

市民 ４５０ 余万人ꎮ
３ “邻里守望” 行动ꎮ 举办第四届 “爱在

公租房” 社区邻里节ꎬ 指导渝中区办好 “５２０”
社区邻里节ꎬ 开展集中活动 ２００ 余场次ꎬ 惠及

居民 １００ 余万人ꎮ
４ “文明出行” 行动ꎮ 印发深入开展 “礼

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系列活动通知ꎬ 设计

“手语” 使用流程公益广告、 活动吉祥物ꎬ 集

中开展市级示范活动 ８ 场ꎬ 隆重举办劝导手套

发放仪式ꎬ 免费发放手套 １ ５ 万双ꎮ 组织 ３ 万

多名热心市民ꎬ 常态化开展 “周六文明劝导我

参与” 志愿行动ꎬ 发放资料 ２ ４ 万份ꎬ 纠正不

文明行为 １ １ 万人次ꎮ 试点铺设新型过街设施

“一体化人行灯”ꎬ 开启 “志愿者＋智能交通”
劝导新模式ꎮ 组织 “雷锋的士” 开展爱心送考

活动ꎬ 评选表彰 “雷锋的士” 队员 １７８ 名ꎮ 开

展 “文明礼让公交好司机” 评选展示活动ꎬ 评

出 “好司机” ６０ 名ꎮ
七、 突出立体化宣传ꎬ 文明传播 “有

滋有味”
坚持正面宣传引导、 线上线下结合ꎬ 拓展

传播渠道ꎬ 注重交流互动ꎬ 守好文明传播传统

阵地ꎬ 抢占文明传播网络高地ꎬ 有效放大文明

传播效应ꎮ
１ 重庆文明网办出特色ꎮ 围绕中国文明网

联盟建设任务和重庆市文明办重点工作ꎬ 运用

综稿、 专题、 视频等展播方式ꎬ 开展 “社区巡

礼”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等主题宣传ꎬ 完成

“文明旅游 ｇｏｇｏｇｏ” “学习习总书记七一讲话精

神” 等专题报道ꎬ 充分展现重庆市民精神风貌

与城乡文明建设成果ꎮ
２ 网络文明传播打动千万网友ꎮ 策划开展

“寻找乡亲脸” “小善大爱感谢有你” “文明旅

游” 等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２０ 多个ꎮ “师恩心

语” 活动邀请网友通过网络说出对老师的感恩

情怀ꎬ 引起强烈共鸣ꎮ “花灯传团圆” 利用微

博、 微信等形式ꎬ 号召网友晒出团圆照片传递

幸福ꎬ 说出寄语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ꎮ 深化

“小米粒儿成长记” 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组织

开展农耕体验活动ꎮ
３ 公益广告融入文明风景ꎮ 利用报刊、 广

播、 电视、 网络等媒体ꎬ 聚焦精神文明建设ꎬ
开展系列主题宣传ꎬ 累计在报纸刊载 ２１９０ 个整

版ꎬ 电视播出公益广告近 ２０ 万条 (次)ꎬ 电台

播出公益广告近 ７ 万条次ꎮ 通过冠名襄赞等形

式ꎬ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明传递ꎬ 在户外

大型 ＬＥＤ 屏、 重报集团数字屏、 车载视频等刊

播公益广告 ２００ 万条次ꎮ 加强沟通协调ꎬ 组织

各区县做好公益广告日常维护和 ２０１６ 年新版公

益广告更新工作ꎬ 推动建筑围挡、 灯杆刀旗和

加油站等公益广告刊载活起来、 美起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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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开展 “美丽乡村善美巴渝” 活动
重庆围绕 “美丽乡村善美巴渝” 主题ꎬ

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ꎬ 大力实施 “四大”
行动ꎬ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实施 “淳美农民” 行动ꎮ 开展勤劳教育ꎬ
广泛宣传艰苦创业、 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ꎬ 引

导群众解决 “精神脱贫” 问题ꎬ 培育爱勤劳农

民ꎮ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梦等宣传教

育ꎬ 常态化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和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活动ꎬ ３８ 名农民入选

“中国好人榜”ꎮ 建立院校和企业常联机制ꎬ 建

成科技示范基地 １８８ 个、 田间学校 ６４７ 所、 新

型职业农民孵化基地 ３１ 个ꎬ 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１ ６６ 万人、 青年农场主 ３００ 人ꎬ 推动农业新技

术开发 ２４７ 项ꎬ 申请专利 ３３０ 项ꎮ
实施 “洁美农家” 行动ꎮ 推进 “民居美

化” 工程ꎬ 大力推广 «重庆市巴渝新农村民居

通用图集»ꎬ 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ꎬ 完成搬迁

安置 ６６ ６ 万人ꎮ 推进 “庭院净化” 工程ꎬ 积

极评选清洁户ꎬ 全市 ５３１３ 个行政村开展生活垃

圾有效治理ꎬ 达到 ６６ ８％ꎬ 农村大面积 “脏、
乱、 差” 现象基本消除ꎮ 推进 “环境绿化” 工

程ꎬ 推广农村沼气等生态节能技术ꎬ 开展环境

保护、 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活动ꎮ 推进 “设施

靓化” 工程ꎬ 深入实施 “一建三改四配套” 工

程ꎬ 完成村社便道硬化 １ ２ 万余公里ꎬ 建成沼

气工程 ４３３８ 处ꎬ 年产沼气 ４ 亿立方米ꎬ 惠及

１６０ 万户农村家庭ꎮ
实施 “和美农村” 行动ꎮ 开展立根铸魂活

动ꎬ 实施 “友帮友、 邻帮邻、 户帮户” 农村志

愿行动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ꎮ
实施婚丧礼俗整治、 乡村环境美化、 封建迷信

治理、 敬老孝老主题行动ꎬ 有效整治大操大

办、 “脏乱差”、 愚昧低俗、 厚葬薄养等问题ꎮ
开展细胞创建活动ꎬ 评出重庆 “最美家庭”
３００ 个、 全国最美家庭 ３６ 个、 全国文明家庭 ８
个ꎬ 其中一半以上是农村家庭ꎮ 完成广播电视

村村通、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农村电影惠民放

映、 农家书屋建设四大工程ꎬ 开展 “中国梦、
巴渝风”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
“奉献人民、 放歌巴渝” 送演出下基层等群众

文化活动万余场ꎬ 惠及群众上千万ꎮ
实施 “富美农业” 行动ꎮ 壮大特色效益农

业ꎬ 稳定发展粮油ꎬ 提升扩大蔬菜ꎬ 稳量调优

畜牧ꎬ 开发特色林果ꎬ 大力发展柑橘、 榨菜、
生态渔业、 草食牲畜、 中药材、 茶叶、 调味

品、 花卉苗木等特色产业链ꎮ 推行生态循环农

业ꎬ 推广 “畜———沼———菜 (粮、 果) ” 农业

模式ꎬ 实施生物质工程ꎬ 累计建成户用沼气

１６０ ０２ 万户、 沼气工程 ４３３８ 处ꎬ 全市农村年

产沼气 ４ 亿立方米ꎬ 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３２０ 万吨ꎮ 突出 “山水重庆、 美丽乡村” 主题ꎬ
打好田园牌、 民俗牌、 生态牌ꎬ 叫响 “巴渝人

家、 梦里老家” 品牌ꎬ 推进乡村观光旅游向乡

村休闲度假和乡村生活体验转型升级ꎬ 基本形

成多点支撑、 全域延伸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ꎮ

开展 “九童圆梦” 春节行动
重庆市以春节团圆为契机开展九童圆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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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行动ꎬ 动员全市中小学生与父母一道完成一

系列亲情作业ꎬ 通过生活化的场景、 日常化的

活动、 具象化的载体将核心价值观植入百万家

庭春节生活ꎬ 让核心价值观在未成年人心中生

根发芽ꎮ
根在家ꎬ 在文化传承中厚植核心价值观ꎮ

一是拍一段习俗微视频ꎮ 学生在家长的指导下

以核心价值观 ２４ 字内容为元素写春联、 扎灯

笼、 剪窗花ꎬ 并用镜头记录下来ꎬ 让春节习俗

扎根家庭ꎮ 二是访一次家乡穷亲戚ꎮ 举办 “记
住年味寻根乡愁” 启动仪式ꎬ 发布 “重庆十

大乡愁文化旅游路线图”ꎬ 组织 ２００ 万名中小

学生在春节寻旧乡愁访穷亲戚ꎬ 寻找祖辈记

忆ꎬ 感受家乡发展巨变ꎬ 让浓浓年味扎根乡

愁ꎮ 三是当一天非遗学徒工ꎮ 动员学生寻找身

边的非遗传承人并拜师学一天手艺ꎬ 通过照

片、 视频、 手抄报、 小作文等形式描述铜梁龙

灯、 綦江版画、 土家族摆手舞等ꎬ 让传统文化

扎根血脉ꎮ
训在家ꎬ 在家风家教中筑牢核心价值观ꎮ

一是开一次家庭议事会ꎮ 由孩子主持家庭会

议ꎬ 与家人共同制定家规ꎬ 通过微信、 微博、
ＱＱ 等方式晒家规ꎬ 让家人和亲朋好友互相监

督家规遵守情况ꎬ 倡导好家风好家教ꎮ 二是写

一幅家训书法字ꎮ 组织孩子们与家庭成员一起

学家训、 诵家训、 识家谱ꎬ 了解家训背后的家

族历史故事ꎬ 用书法书写祖训族约ꎬ ６ 万余件

家训书法作品上传网络平台ꎮ 三是讲一个家风

小故事ꎮ 通过向家长询问向长辈请教ꎬ 动员小

朋友发掘家族历史中或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好家

风故事ꎬ 在班级 “家风故事会” 上与同学分

享ꎬ 在挖掘和分享中承袭艰苦创业、 勤俭持家

等优良家风ꎮ
爱在家ꎬ 在人伦亲情中滋养核心价值观ꎮ

一是写一封感恩微家书ꎮ 鼓励小朋友以短信、
微信或书信等方式给父母写一封感恩家书ꎬ 网

络平台上传感恩短信 ３０ 万条ꎬ 引导感恩父母养

爱ꎮ 二是拍一张笑脸孝心照ꎮ 小朋友们以 “孝
一孝笑一笑” 为主题与家里或邻里的长辈拍

摄一张新年笑脸合影照ꎬ 共计 １３ 万多名孩子为

７０ 岁以上空巢老人拍摄 “笑脸孝脸” 照片ꎬ
引导感爱长辈养福ꎮ 三是做一顿爱心年夜饭ꎮ
１０ 万家庭参与ꎬ 学生与父母一道煮上一顿爱心

年夜饭ꎬ 给身边孤寡老人、 环卫工人送去春节

慰问ꎬ 引导感恩他人养德ꎮ
礼在家ꎬ 在合家团圆中践行核心价值观ꎮ

一是拟一份感恩计划表ꎮ 倡导孩子春节走亲访

友随礼ꎬ 礼貌接纳长辈的压岁红包ꎬ 拟一份用

红包购买学习用具、 为父母或长辈准备生日礼

物、 帮助结对困境小伙伴的感恩计划ꎬ 引导树

立正确红包观、 人情观ꎮ 二是当一次礼仪志愿

者ꎮ 引导孩子春节团圆聚餐有礼ꎬ 在宴席上做

“提醒适量点餐” “请长辈先起筷” “劝长辈少

饮酒” “提醒不剩菜不剩饭” 四件事情ꎬ “小手

牵大手” 倡导过文明春节ꎮ 三是做一个文明小

游客ꎮ 引导孩子春节出游行礼ꎬ 尊重地方风

俗ꎬ 不乱扔乱吐乱涂乱刻ꎬ ３ 万多名孩子手持

写有文明旅游主张的纸板在目的地标志性景点

留影并分享到网络ꎮ

开展 “我们一起奔小康”
扶贫志愿服务行动

重庆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扶贫办等

１４ 个部门联合开展 “我们一起奔小康” 扶贫志

愿服务行动ꎬ １ ２ 万余个志愿服务组织和爱心

企业、 ６８ 万余名志愿者ꎬ 集中参与扶贫志愿服

务活动 ３ 万余场次ꎬ 结对帮扶贫困户 ３１ 万余

户ꎬ 捐款 １ ６９ 亿元ꎬ 捐物 １１００ 余万件ꎬ 受益

贫困群众 １６３ 万余人次ꎮ
动员各方力量ꎬ 汇聚扶贫志愿服务强大合

力ꎮ 坚持 “你帮我帮大家帮”ꎬ 大力弘扬志愿

精神ꎬ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ꎬ 积极参与扶

贫志愿服务ꎮ 依托各级各类报纸、 广播、 电

视、 网络等媒体ꎬ 开设专题专栏ꎬ 发布扶贫志

愿服务倡议、 启事、 动态信息等 ３０ 万余条ꎮ 设

计扶贫志愿服务公益广告 ２００ 余幅ꎬ 通过户外

广告牌、 社区宣传栏等发布 ６ 万余条次ꎮ 充分

发挥党员、 劳模志愿者、 文明单位等先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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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引领作用ꎬ 带动扶贫志愿服务开展ꎮ 发挥

公益组织、 社工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化、
专业化优势ꎬ 益友公益、 益群社工等 ３９６ 个社

会公益组织积极响应号召ꎬ 迅速投入脱贫

攻坚ꎮ
确立靶向思维ꎬ 设计扶贫志愿服务科学路

径ꎮ 抓好需求采集ꎬ 以贫困村、 贫困户建档立

卡信息为基础ꎬ 发动志愿者对贫困户进行深度

摸底调查ꎬ 征集产业帮扶、 就医就学、 扶孤助

残等贫困群众需求信息 ９０ 万余条ꎮ 抓好项目设

计ꎬ 指导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产业发展、 技

能培训、 务工就业等内容ꎬ 设计 “田间课堂”
“４＋１” 助学圆梦等志愿服务项目 １ ４ 万余个ꎮ
抓好供需对接ꎬ 依托华龙网、 重庆志愿服务

网、 “重庆志愿者” 微信公众号ꎬ 持续发布志

愿扶贫信息 １６０ 余万条ꎬ 网络关注量 ７６０ 余万

人次ꎬ 为贫困群体、 公益组织、 志愿者开通

“扶贫信息直通车”ꎮ
拓展参与方式ꎬ 提升扶贫志愿服务活动成

效ꎮ 开展集中攻坚活动ꎬ 统筹指导党员志愿

者、 青年志愿者、 行业志愿者等各类志愿服务

力量ꎬ 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 民生实事

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力ꎬ 各区县开展集中扶贫志

愿服务 “大会战” １３０ 余场次ꎮ 开展特色专项

活动ꎬ 发挥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专长ꎬ 开展农技

培训、 创业指导等活动 １ ４ 万余场次ꎬ 开展文

艺演出、 展览展示等活动 ６９００ 余场次ꎬ 开展移

风易俗、 “政策快递” 等宣讲活动 ２ ５ 万余场

次ꎮ 开展结对帮扶活动ꎬ 采取 “一帮一” “多
帮一” 的形式ꎬ 发动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结

对贫困户 ３１ 万余户ꎬ 确保 “点对点” 精准扶

贫有效实施ꎮ
盘活机制方法ꎬ 推动扶贫志愿服务长效开

展ꎮ 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扶贫办等部门

牵头成立 “产业发展志愿服务队” “医疗卫生

志愿服务队” “文化志愿服务队” 等 ７ 支队伍ꎬ
指导公益组织开展活动ꎮ 探索实施 “十到户”
工作法ꎬ 为扶贫志愿者迅速熟悉流程ꎬ 迅速投

入工作提供指南ꎮ 广泛开展扶贫志愿者嘉许激

励ꎬ 营造崇尚志愿服务、 积极参与扶贫活动的

浓厚氛围ꎮ

开展 “重庆志愿服务季” 系列活动
２０１６ 年ꎬ 重庆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

网信办会同 ８ 个市级部门ꎬ 聚焦社会关切、 群

众所需ꎬ 针对专业志愿服务力度不够、 创新不

够、 接地气不够等问题ꎬ 系统谋划、 扎实推进

“重庆志愿服务季” 系列活动ꎬ 推进志愿服务

工作向专业化迈进ꎮ
突出专业性ꎬ 搞好队伍建设ꎮ 坚持 “专业

人才做专业志愿服务”ꎬ 市级部门和单位发挥

职能优势ꎬ 建立助残、 环保、 扶贫、 体育、 卫

生计生、 交通、 法律、 消防等 ８ 个专业志愿者

总队及 ４０ 个区县分队ꎬ 发挥行业协会组织灵

活、 资源充分的优势ꎬ 主动邀请、 充分吸纳医

生、 律师、 法官、 检察官、 退役消防战士和运

动员、 社工等专业人才加入志愿服务队伍ꎬ 建

立了覆盖全市、 高效务实的专业志愿服务队

伍ꎮ 全年新增专业志愿服务组织 ５７０ 个、 实名

专业注册志愿者 ３２ 万人ꎬ 推选出 １４０ 名 “最美

专业志愿者”ꎮ
突出群众性ꎬ 做好项目设计ꎮ 把群众需求

作为第一信号ꎬ 紧密结合群众 “衣食住行用”
设计接地气、 聚人气、 好参与的项目ꎬ 注重专

业志愿服务的趣味性、 参与性ꎬ 通过情景演

绎、 模拟演练、 亲身体验、 实地参观等形式ꎬ
开展结对帮扶、 技能培训、 公益创投、 文明劝

导、 就医救护、 体育健身等专业志愿服务活动

７２０ 余场ꎬ 群众参与 ３４０ 万人次ꎮ 针对不同群

体的需求ꎬ 推广 “你点单　 我服务” “志愿服

务集市” 等活动形式ꎬ 只要群众有需要ꎬ 就能

就近、 快捷地得到服务ꎮ
突出带动性ꎬ 办好示范活动ꎮ 按照 “市级

有示范、 区县有重点、 面上齐推进” 的工作模

式ꎬ 依托全国助残日、 世界无烟日、 世界环境

日、 全民健身日、 消防宣传日、 交通安全日、
国家宪法日等重要纪念日、 重大宣传日ꎬ 相关

市级部门牵头组织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ꎬ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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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参照市级活动形式次第推进ꎬ 各类专业志

愿服务组织集中发力ꎬ 特色志愿服务项目进社

区、 进学校、 进企业、 进家庭ꎬ 全市各级各类

专业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ꎮ
突出长效性ꎬ 抓好工作保障ꎮ 坚持一手抓

活动开展ꎬ 一手抓建章立制ꎬ 围绕队伍建设、
能力建设、 评价激励等方面ꎬ 分别出台 «专业

志愿者招募注册办法» «市民参与专业志愿服

务指南» «推进专业志愿服务进社区工作指南»
«重庆志愿者星级评定制度» 等文件ꎬ 为促进

专业志愿服务常态、 长效提供了坚强保障ꎮ 加

大政府购买专业志愿服务的力度ꎬ ７ 个市级部

门和单位向专业志愿服务组织、 社会组织购买

服务 １４００ 余万元ꎮ 强化宣传引导ꎬ 中央新闻媒

体、 市内媒体纷纷第一时间聚焦 “重庆志愿服

务季” 系列活动ꎬ 全年发布、 转发专题报道 ９６
万篇 (条)ꎬ 关注人次近 １５００ 万ꎮ “重庆志愿

者” 微信平台共推送相关稿件 ４０ 余篇ꎬ 浏览

数近 １００ 万次ꎮ

开展 “红樱桃” 行动
重庆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广泛开展 “红

樱桃行动” 四季有爱系列主题实践活动ꎬ 将单

纯的送温暖ꎬ 解困难ꎬ 上升到专注困境儿童心

理干预ꎬ 问题儿童身心救助ꎬ 培养他们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全市百余家爱心企业ꎬ ５０ 余

支志愿组织、 ６００ 余名心理咨询师积极参与ꎬ
仅红樱桃 “冬日针爱” 活动就有 ３０ 万余编织

义工热情参与ꎬ 接收爱心物资 ２００ 余万元ꎬ 编

织成品 ３５ 万余件ꎬ １１ 万余名山区儿童受益ꎮ
爱心单位推动ꎮ 市福彩中心、 中建三局、

重庆农商行、 重庆交通银行、 重庆高速公路集

团、 长安福特、 天子之歌钢琴集团、 重建一建

等百余家爱心企业、 单位积极参与ꎬ 捐钱捐

物ꎬ 为关爱困境儿童志愿行动提供了较大的物

质保障ꎮ 全聚德、 巴渝院子、 菜香源等 １００ 家

美食门店带动食客捐出 １ ５ 万份爱心菜义卖ꎮ
重啤集团、 甘大哥酒业等爱心企业提供大量爱

心产品供参加活动的爱心餐饮店进行爱心销

售ꎮ 恒安集团专门设计 “红樱桃” 系列卫生用

品、 洗衣液等爱心产品ꎮ
志愿组织联动ꎮ 通过 “义跑” “种树”

“送鹅” “织爱” 等丰富的活动内容、 创新的活

动形式ꎬ 全市区县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参加ꎮ 各

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发动志愿者ꎬ 精心组织爱心

活动ꎬ 承接城市居民与乡村儿童之间的关爱对

接服务ꎮ 同时深入开展留守儿童心理辅导等ꎬ
成为关爱困境儿童工作的重要力量ꎮ

名人明星带动ꎮ 红樱桃爱心大使重庆籍奥

运冠军李雪芮、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天琳、 川

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 重庆交广主持人童浩、
重庆卫视主持人裘丽霞等积极为孩子们募集善

款ꎮ 今年ꎬ “水墨丹青绘针爱” 吸引重庆、 北

京、 天津、 山东、 深圳等 ２０ 多个省市百余名书

画名家捐出 １５０ 幅用心之作ꎮ 重庆龙翰书画院

装裱、 布展ꎬ 将国内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 著

名画家方凤富、 重庆市著名书法家王军领等作

品送到全市 ２０ 余个区县巡展ꎬ 引发全城爱心

热潮ꎮ
爱心市民行动ꎮ “春日植爱” 活动共 ３ 万

人参与栽树ꎬ １ 万余户城市志愿者爱心家庭和

困境儿童结对组成 “假日家庭”ꎬ 对困境儿童

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关爱ꎮ “夏日心爱” 活动 ５
万人参与采摘困境儿童家的樱桃并以高于市场

价的价格购买ꎬ 千名大学生心理志愿者走进乡

村学校少年宫ꎬ 与困境儿童结为红樱桃伙伴ꎮ
“秋日俭爱” 活动中ꎬ 城市孩子与困境儿童结

对ꎬ 通过 “书菜互换” 这样的 “俭爱” 形式ꎬ
让节俭意识深入人心ꎬ 互助帮扶、 奉献付出、
珍惜感恩等理念也深植进了孩子们的心中ꎮ 在

“冬日针爱” 活动中ꎬ １ 万名编织义工同时参与

声势浩大的现场编织活动ꎬ １０ 个编织会场全程

直播ꎬ ４３ 万名网民实时观看ꎬ ５０ 万名网民参与

“最美编织义工” 点赞ꎮ

(重庆市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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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概况综述

一、 突出示范引领ꎬ 广泛开展公民道

德实践活动
１ 加强先进典型选树宣传ꎮ 举办 “ «四川

骄傲» ———第四届四川省道德模范表彰典礼”
暨电视特别节目ꎬ 认真组织开展 “道德模范在

身边” 学习宣传活动ꎬ 制作道德模范公益宣传

片在全省各级各类媒体广泛刊播ꎬ 举办道德模

范事迹展览ꎬ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共计 １０００ 余场

次ꎮ 广泛开展 “四川好人” “最美人物” 和

“身边好人” 评选宣传活动ꎬ 全年共选树宣传

“中国好人” ４０ 名、 “四川好人” ３６０ 名ꎮ
２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广泛开展 “我

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让春节、 端午、 中秋等

传统节日活起来、 动起来ꎮ 组织举办 “我们的

节日古羌夬儒节” “我们的节日羌历

年———羌区联谊、 相聚北川” “我们的节日
中秋” 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ꎬ 打造文化主题示

范点和本土特色品牌ꎮ 围绕 “忘不了的节日
记得住的乡愁” 主题ꎬ 精心制作推广 «春节»
«清明» «端午» 等系列电视公益宣传片ꎬ 在各

级电视台和网站播出ꎮ
３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ꎮ 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
和 «四川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 »ꎬ 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制定实施 «关于加强失信惩戒、 推进诚信四川

建设的意见»ꎬ 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工作力

度ꎮ 组织开展各类诚信主题创建活动ꎬ 普及信

用文化和知识ꎬ 宣传信用政策法规和四川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ꎬ 培育社会诚信意识ꎮ
二、 突出科学规范ꎬ 深化拓展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１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ꎮ 完善 «四川省文明

城市测评细则»ꎬ 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依法治省、 生态文明建设、 意识形态

责任制、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等内容充实到测评

细则之中ꎮ 组织集中测评ꎬ 分别对 ９ 个全国县

级提名城市、 ５３ 个第四届四川省文明城市参评

城市进行了第三方集中测评ꎮ
２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活动ꎮ 创新开展 “四

好村” 创建ꎬ 研究制定 «四川省省级 “四好

村” 创建测评体系 (草案) »ꎬ 把创建 “四好

村” 的新内容、 新标准、 新要求有机融入文明

村镇创建之中ꎬ 使二者既紧密结合ꎬ 又凸显

“四好村” 创建的鲜明特色ꎮ 结合扶贫攻坚工

作ꎬ 在贫困地区、 民族地区建成 “三新” 示范

点 ３２ 个ꎮ 在全省 １００ 个全国文明村镇组织实施

“百村建设” 行动ꎬ 建设 “农村道德讲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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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站、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ꎮ
３ 严格文明单位创建考核ꎮ 加强与省级行

业主管部门的协调联动ꎬ 先后深入国税、 电

力、 气象、 烟草等 １００ 余个基层单位指导创建

工作ꎬ 推动创建质量提高ꎮ 以提高创建质量和

工作水平为目标ꎬ 以 «四川省省级文明单位测

评细则» 为标准ꎬ 以考核推动为抓手ꎬ 充分发

挥考核检查的评价、 引导、 约束和激励作用ꎬ
会同 ２０ 余个行业主管部门组织考评 ８０ 余家单

位ꎬ 有效推进了文明单位建设ꎮ
三、 突出务实创新ꎬ 大力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
１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稳步开展ꎮ

全省认真组织开展 “少年强中国梦” 主题活

动ꎬ 未成年人参与活动人数突破 ５０００ 万人次ꎮ
举行全省 “抗震救灾英雄少年” 座谈会ꎬ 关心

英雄少年成长ꎮ 创新开展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活动ꎬ 评选产生四川最美少年 １０ 名、 美德少年

１００ 名ꎮ 在中央电视台 “２０１６ 年寻找最美孝心

少年” 大型公益活动中ꎬ 四川省任芳芳、 周

蕊、 李佳等 ３ 人荣获全国十佳孝心少年ꎬ 丁燕、
杨铅坤、 李瑶、 段翔等 ４ 人荣获全国最美孝心

少年提名ꎮ
２ 未成年人活动阵地建设高位求进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下达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资金

７８９５ 万元ꎬ 新建中央项目 １９５ 个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四川省已承建中央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 １７２０ 个ꎬ 中央专项资金累计投入 ５ ４３９３ 亿

元ꎮ 举办四川省首届 “中华武术走进乡村学校

少年宫” 试点学校师资培训班ꎬ ８０ 所学校体育

教师参加培训ꎮ
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教育深入

推进ꎮ 利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契机ꎬ 在

全省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 “我的长征路　 我的

中国梦” 征文等活动ꎬ 与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拍摄制作大型主题节目 «红色密码»ꎮ 开展首

届 “童眼看四川　 最美是家乡” 未成年人文艺

作品征集活动ꎬ 推荐产生了上万件优秀作品ꎮ
开展第五届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活动ꎬ 创作评选

９０ 首优秀童谣ꎮ 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向中小学

校捐赠图书 ７ 万余册ꎮ
四、 突出互助奉献ꎬ 扎实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
１ 努力推动品牌建设ꎮ 组织开展四川省志

愿服务评选展示交流活动、 “文爱家园” 建设、
“学习雷锋———邻里守望” “学雷锋、 关爱社

会、 讲文明　 树新风” “关爱他人、 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 等一系列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ꎮ ３ 个

项目荣获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称号ꎬ ３
个组织荣获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称号ꎬ
４ 个社区荣获全国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称号ꎬ
评选表扬 １５０ 个四川省年度志愿服务先进典型ꎮ

２ 持续加强常态化建设ꎮ 充分利用 «志愿

者专刊»、 四川志愿服务网、 “四川志愿” 官方

微博微信和 ＱＱ 群等载体ꎬ 形成志愿服务多媒

体立体互动宣传ꎮ 运用互联网、 Ｈ５、 客户端等

新媒体ꎬ 构建起数据共享、 渠道畅通、 高效便

捷的 “互联网＋志愿服务” 运行平台ꎬ 策划发

布志愿服务活动专题 ４０ 余个ꎮ
３ 大力组织开展活动ꎮ 全年组织发动全省

７０００ 余支各级各类志愿服务队伍、 ２００ 余万名

志愿者ꎬ 深入贫困地区、 革命老区和乡村社

区ꎬ 开展 “四川志愿携手圆梦” 新书节、
“互联网＋圆梦村小” “众筹时光情系桑榆”
“暖冬行爱传递” 等系列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１２０００ 多次ꎬ 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残疾

人和贫困群众 １０００ 多万人次ꎬ 捐赠电脑 １１０
台、 图书约 １５ 万册、 爱心时间 ８００ 余万小时ꎮ

五、 突出文明和谐ꎬ 积极加强文明传

播能力建设
１ 切实加强网络传播能力建设ꎮ 在国家工

信部组织开展的 ２０１６ 年度全国政务网站和政务

新媒体综合影响力评估中ꎬ 中国未成年人网获

评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政务网站”ꎬ 四

川文明网连续第六年获得 “中国政务网站领先

奖”ꎮ
２ 广泛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ꎮ 组织开展

“我的中国梦”、 童心向党、 学长征精神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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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宣传实践活动ꎬ 组织 “少年行中国　 文明

在路上” 第四届中华小导游、 “美丽乡村　 精

彩中国” 全国乡村 (城市) 学校少年宫、 “凝
聚梦想　 开创未来” 第六届全国未成年人网络

春晚网络征集展示活动ꎮ
３ 积极创造文明旅游环境ꎮ 四川省文明办

建立了主管部门督导、 旅游行业主导、 媒体宣

传引导、 志愿服务劝导、 游客之间互导 “五导

同向” 的文明旅游工作格局ꎮ 全国文明旅游公

益行动第三季度主题活动在四川启动ꎬ 号召广

大进藏游客自觉维护藏区旅游环境ꎬ 用行动阐

释文明旅游理念ꎮ

特色活动

德阳市 “四微” 工作法推进刘家院子

“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
德阳市中江县集凤镇拱桥村位于该镇旅游

休闲的中心地段ꎮ 刘家院子位于该村 １ 社ꎬ 有

７ 户农户ꎬ 是该村率先外出务工ꎬ 并修建楼房

的院落ꎬ 也是采用 ＥＰＣ 模式打造的微村落ꎮ 以

该院落为试点ꎬ 通过派驻工作组蹲点ꎬ 采用

“四微” 工作法ꎬ 推进 “养成好习惯ꎬ 形成好

风气” 建设ꎮ
微宣传ꎮ 逐户了解该院落农户的家庭情

况、 卫生习惯、 思想状况等ꎬ 通过拉家常的方

式拉近距离、 说明来意、 做好宣传ꎬ 与农户共

同商定整改提升办法ꎬ 做到 “一户一策”ꎮ 组

织该村村民以快板形式进行排练 «养成好习

惯»ꎬ 组织该村少年儿童用童谣的形式排练

«拍手歌»ꎬ 并录制下来ꎬ 每天在村广播站播

出ꎮ 请村干部通过微信朋友圈向村民传播养成

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信息ꎬ 把家里的变化发给

外出务工的村民ꎮ
微示范ꎮ 树立身边榜样ꎬ 养成良好习惯ꎮ

通过前期工作ꎬ 推出在六个好习惯上做得好的

２ 户农户ꎬ 组织扶贫对象、 其他院落代表、 妇

女代表进行学习参观和交流活动ꎮ 推荐身边好

人ꎬ 引领良好风气ꎮ 组织刘家院子评议推荐候

选人ꎬ 参加 “十佳孝媳” “身边好人” 评选

活动ꎮ
微公约ꎮ 组织刘家院子户主结合刘家院子

的特点ꎬ 讨论制定了 «刘家院子文明公约»
«刘家院子卫生公约»ꎬ 并郑重签字认定ꎮ «卫
生公约» 从生活习惯上进行约束引导ꎻ «文明

公约» 从道德层面推进好风气形成ꎬ 推进院落

自治ꎮ
微激励ꎮ 经过村民自主制定整改提升措

施ꎬ 工作组给予协助ꎬ 每天上午固定检查ꎬ ７
户农户的居住环境都得到很大的改善ꎮ 通过 ７
天的检查评比ꎬ 公布了 ６ 户示范户ꎬ 其中刘家

院子 ４ 户、 １ 户精准扶贫户ꎮ 通过广播对 ６ 户

进行表扬ꎬ 并发给了一定的物质作奖励ꎮ

眉山市诵读中华经典　 构筑精神家园
近年来ꎬ 眉山市紧紧围绕 “文化立人” 战

略部署ꎬ 广泛深入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ꎬ 构

筑精神家园ꎬ 掀起了一轮轮学习经典、 亲近经

典、 诵读经典的热潮ꎮ
２０１６ 年ꎬ 眉山市组织本土文化名人和优秀

语文教师ꎬ 根据不同的受众ꎬ 编印了 «眉山市

中华经典诵读小学生篇» «眉山市中华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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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中学生篇» «中华经典诵读市民篇»
共 １０ 万册ꎬ 免费发放到各中小学、 高校、 酒

店、 宾馆、 旅游景区、 社区 (农家) 书屋ꎬ 实

现经典诵读社会群体全覆盖ꎮ
开展三进活动ꎮ 开展经典诵读进机关ꎮ 把

经典诵读作为党校主体班、 东坡讲坛、 道德讲

堂重要内容ꎮ 开展经典诵读进校园ꎮ 将经典诵

读列为中小学选修课程ꎬ 结合文明校园创建和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重点打造了眉山第一小

学、 东坡小学等一批经典诵读示范学校ꎮ 开展

经典诵读进家庭ꎮ 通过小手拉大手ꎬ 开展亲子

诵读、 我爱记诗词知识竞赛ꎬ 引导家长身体力

行诵经典ꎬ 形成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ꎮ
打造诵读品牌ꎮ 东坡区举办了 “东坡诗词

吟诵音乐会”ꎬ 彭山区结合长寿文化、 忠孝文

化开展 “万人诵经典 　 诗文飘寿乡” 诵读活

动ꎬ 丹棱县结合大雅文化举办 “登大雅之堂　
诵中华经典” 比赛ꎬ 青神县结合竹艺文化举办

“竹韵青神” 竹诗词咏诵比赛ꎮ
创新推广模式ꎮ 眉山市通过采用政府采购

服务的方式ꎬ 向社会团体 “东坡读书会” 等志

愿服务组织购买志愿服务ꎬ 对 ４０ 个农村中小学

校开展 “经典诵读倡导活动”ꎬ 在学校开展经

典诵读、 赠送诵读读本和诗词朗诵等活动ꎮ
全国首创 «东坡操» ꎮ 眉山市大胆创新ꎬ

充分利用音乐、 舞蹈、 书法、 绘画等多种功

能ꎬ 让学生在唱游活动中诵读ꎮ 东坡小学创

新诵读方式ꎬ 根据东坡诗词内容在全国首创

东坡操ꎬ 创编了七节二十八首不同的东坡诗

词ꎮ 整套操动作新颖大方ꎬ 既有古典的韵

味ꎬ 又有现代的气息ꎬ 采用边做边诵的形

式ꎬ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记住东坡诗词ꎬ 东

坡诗词操的编创ꎬ 是传承东坡文化的一种有

益探索ꎮ

内江市市中区

弘扬和传承中华书画文化基因
内江市市中区将书画文化与精神文明创

建、 城市规划建设、 新农村建设、 大型节庆活

动、 中小学生素质教育、 文化创意产业等相结

合ꎬ 实施 “文化素质提升、 文化事业惠民、 文

化产业发展、 文化改革创新、 文化精品文化名

片打造和群众文化活动繁荣” 六大工程ꎬ 在弘

扬和传承传统书画文化基因方面做了诸多有效

的探索ꎮ
内江市市中区古称汉安ꎬ 自古墨香浓郁ꎬ

民间素有崇尚书画的传统ꎬ 现拥有由 ２０ 余名国

家级、 ９０ 名省级、 ３０００ 余名市区级书画精英组

成的书画艺术人才队伍ꎬ 有内江大千书画院、
市中区政协花萼艺社、 永安农民书画家协会等

特色书画协会和团队ꎮ
市中区在 ６ 所中小学校、 幼儿园挂牌成立

了 “大千艺术学校、 大千艺术幼儿园”ꎬ 并开

设书画课堂ꎬ 课余时间和寒暑假组织书画家免

费培训少年儿童爱好者ꎬ 举办少儿书画笔会、
少儿书画比赛、 留守儿童书画培训班等ꎬ 已培

养出近万名少儿书画爱好者ꎮ 全区还充分利用

区文化馆、 镇文化站、 乡村学校青少年宫、 社

区青少年之家和 “四点半课堂” 等载体广泛开

展书画艺术培训ꎮ
连续举办五届 “三月三兰亭书画艺术节”ꎬ

已成为业内知名文化品牌ꎮ “写汉字、 诵经典、
弘扬汉安文化” 活动已成为中区文化艺术教育

的一大亮点ꎮ 每年一次的 “书法、 摄影和绘

画” 作品比赛和每三年一届的学校艺术节综合

展演活动已成为全区学校艺术教育的一张亮丽

的名片ꎮ

宜宾市兴文县 “１２３５” 创新开展

“互联网＋文明城市创建”
宜宾市兴文县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进程

中ꎬ 把文明城市八大环境和六大公共文明指数

要求与智慧城市建设充分结合ꎬ 开启 “互联

网＋文明城市创建” 新模式ꎬ 市民文明素质和

城市文明程度显著提高ꎮ
“一个中心” 奠定创建新基础ꎮ 搭建智慧

兴文城乡综合管理监督平台ꎬ 构建 “互联网＋
文明城市智慧创建” 的全新模式ꎬ 将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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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的指标深度融合到 ３０ 个 “互联网＋文明创

建” 子系统应用中ꎬ 全县设置 ２４０ 个 ３６０ 度旋

转高清摄像头ꎬ ４０ 个远程音柱分布于县城、 ２
个景区和 １５ 个乡镇ꎬ 初步实现政务、 教育、 医

疗、 旅游、 公共管理等全方位数据安全共享、
远程交互ꎬ 形成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全域覆

盖、 全网共享、 全时可用、 全程可控的智慧监

管体系ꎮ
“两大联动” 激发创建新活力ꎮ 一是城乡

联动ꎮ 树立一盘棋思想ꎬ 城市、 社区和乡、
村、 组、 户互联互通ꎬ 县领导＋部门＋乡镇＋村
社全员参与ꎮ 二是 “人” “网” 联动ꎮ 全面实

施 “监控＋巡查＋处置” 模式ꎬ 线上线下协同管

理ꎬ 线上派案与线下处置联动执法无缝对接ꎮ
“三大机制” 护航创建新路径ꎮ 县文明城

市智慧创建中心直属县委县政府管理ꎬ 县委副

书记任主任ꎬ ９ 个牵头部门和 ４５ 个责任单位为

主要成员ꎮ 建立定期会商、 通报督办、 测评反

馈、 奖惩问责等制度ꎬ 细化分解工作内容 ２５５
小项ꎮ 成立智慧城乡研究会ꎬ 设七大应用学

组ꎬ 组建由 １８ 名国家级专家组成的科技顾

问团ꎮ
“五项工程” 打开创建新局面ꎮ 一是 “互

联网＋宣传覆盖” 工程ꎮ 在实现媒体融合ꎬ “三
微一端” 平台设立文明创建专题、 专栏、 曝光

台ꎮ 二是 “互联网＋文明传播” 工程ꎮ 利用网

络新媒体ꎬ 广泛开展各类先进典型人物选树和

宣传ꎬ 让文明在指尖实现轻松传递ꎮ 三是 “互
联网＋网格管理” 工程ꎮ 把全县划分为 ２９８ 个

单元管理网格和 ２４ 个责任片区ꎬ 市民通过

“领导通” “市民通” 系统随时随地即可参与文

明创建ꎬ 累计受理交通秩序、 市容环境等案件

１３４６４９ 件ꎬ 结案率达 ９８ ９６％ꎮ 四是 “互联网＋
诚信建设” 工程ꎮ 通过平台曝光失信对象、 公

布 “老赖” 名单ꎬ 城市 “天眼” ２４ 小时收集

不文明行为ꎬ 探索建立市民个人诚信档案建

设ꎮ 五是 “互联网＋民生普惠” 工程ꎮ 全面完

成县图书馆、 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ꎻ 投入 １０ 亿

元实现城乡学前教育标准化、 农村义务教育四

大工程ꎬ 教育局域网 “三通两平台” 建设覆盖

全县ꎻ 建立居民健康电子档案数据库ꎻ 实现

省、 市、 县、 乡、 村五级远程医疗资源互联共

享ꎬ 探索市民 “一卡通”ꎬ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更加舒适便利ꎮ

(四川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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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贵州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蓬勃开展ꎬ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

提升ꎬ 良好社会风尚广为弘扬ꎬ 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呈现出积极发展、 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ꎮ
一、 贵州文明形象不断提升
按照贵州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全省全域旅

游服务水平和文明旅游环境的部署ꎬ 贵州省文

明办统筹协调贵州省旅发委、 贵州省交通运输

厅等文明委成员单位采取有力措施深入推进行

之顺心、 住之安心、 食之放心、 娱之开心、 购

之称心、 游之舒心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

州” 活动ꎬ 与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 整脏治乱

专项行动整体推进ꎮ 出台 « “文明在行动满

意在贵州” 活动方案» 等多份指导文件ꎬ 通过

明察暗访抽查多措并举ꎬ 上下左右部门地方联

动ꎬ 形成规范化、 制度化的工作机制ꎬ 全省城

乡环境卫生面貌总体干净整洁ꎬ 文明旅游氛围

更加浓厚ꎬ 旅游服务环境不断改善ꎬ 广大游客

和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贵州的景观在提升、 服

务在提升、 文明在提升ꎬ 幸福指数和满意度在

提升ꎬ 为旅游 “井喷式” 增长提供了强有力支

撑ꎮ 十一期间ꎬ 贵州省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

数均实现 ４０％以上的 “井喷式” 增长ꎬ 游客投

诉下降 １３ ３％ꎬ 游客满意度明显提升ꎮ 积极推

动 «贵州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立法工作ꎬ 将

文明行为规范和诚信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ꎮ
二、 良好社会风尚广为弘扬
贵州省文明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ꎬ

统筹十大牵头部门结合行业特点和自身实际ꎬ
筹划开展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 各具特色、 群

众喜闻乐见的道德实践活动ꎬ 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积极参与ꎬ 在全省掀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的热潮ꎮ 贵州省直机关工委开展 “三
创三树”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贵州省委教育工

委开展 “多彩校园闪亮青春” 大学生文化教

育实践活动、 贵州省民政厅开展和谐社区示范

创建、 贵州省总工会开展行业道德标兵评选、
贵州省妇联开展 “最美家庭、 慈母、 贤妻、 孝

女” 宣讲报告会等ꎬ 都形成了上下贯穿、 全省

联动的良好态势ꎮ 协调贵州省旅发委、 贵州省

教育厅、 贵州省交警总队、 贵州省总工会等省

直部门和省级新闻媒体单位开展集中宣传报道

活动ꎬ 省级主要媒体共推出有关报道 ２ 万余条

(篇、 幅)ꎬ 各地推出有关报道 １０ 万余条 (篇、
幅)ꎮ 在道德讲堂建设全覆盖的基础上ꎬ “宣传

干部上讲堂” “德师队伍进讲堂” 活动广泛开

展ꎬ 实现省、 市、 县、 乡、 村五级教育全覆

盖ꎮ 与贵州省发改委在清镇市、 白云区、 西秀

区开展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试点ꎬ 诚信制度化建

设步伐加快ꎮ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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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充分发挥贵州省道德讲堂总堂贵阳孔学堂

的示范作用ꎬ 举办传统文化公益讲座 ５００ 余场ꎬ
开展 “孔学堂知行贵州文化之旅———走进市

州” ８ 场ꎬ 现场观展群众达到 １００ 万人以上ꎬ
开展 “二十四节气” 活动 ２２ 场次ꎬ 直接参加

群众达 ４ 万余人ꎬ 春节期间孔学堂庙会参观人

数达到近 ３０ 万人ꎬ 通过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

传统文化活动ꎬ 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ꎮ
三、 典型示范引领深入人心
第五届贵州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工作成效

显著ꎬ 评选出群众认可度高、 影响辐射面大的

５１ 名道德模范、 ４７ 名提名奖ꎮ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贵

阳举行授奖仪式ꎬ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授奖

仪式前专门会见道德模范代表ꎬ 贵州省委副书

记、 省委政法委书记谌贻琴等省领导出席授奖

仪式ꎮ 新闻媒体以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报道ꎬ 贵

州各地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学习

宣传ꎬ 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

行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评选 “贵州好人” ２４０ 人ꎬ
入选 “中国好人榜” ２９ 人ꎬ 入选 «好人 ３６５»
专栏宣传 １７ 人ꎮ 出台 «贵州省奖励、 礼遇和

帮扶道德模范实施办法 (暂行) »ꎬ 对道德模

范和身边好人奖励慰问帮扶工作深入开展ꎬ 共

发放奖励慰问帮扶金 ９７ 万元ꎬ 推动形成 “好
人有好报” 的社会价值取向ꎮ 举办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ꎬ 持续推出 “贵州好人

每周一星” 专题报道 ４０ 期和微电影 (视频)
３ 期ꎬ 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榜样引领作用ꎬ 形成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浓厚社会氛围ꎮ

四、 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高
加大督促指导全省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

城市创建工作力度ꎬ 不断提升创建工作水平ꎮ
修订完成 «贵州省文明城市、 文明乡镇、 文明

村、 文明单位测评体系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ꎬ 测

评体系优化精简ꎬ 文明创建针对性、 科学性进

一步提升ꎮ 在盘县、 仁怀市召开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ꎬ 帮助各地分析存在的突

出问题ꎬ 指导各提名城市针对问题及时整改ꎮ
贵州省旅发委在行业系统开展 “青年文明号”
和创建先进文明单位活动ꎬ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在行业系统开展 “多彩贵州最美高速” “平
安高速” 创建ꎬ 成都铁路局贵阳办事处开展

“千里文明铁道线” 创建ꎬ 贵州省机场集团以

打造 “多彩贵州美丽空港” 服务升级版为总

抓手ꎬ 突出示范引领ꎬ 倾力塑造贵州全域旅游

第一窗口文明形象ꎬ 行业文明创建再深入、 服

务再提升ꎮ 将文明校园创建纳入 «贵州省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 «贵州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测评体系»ꎬ 督促各学校充分发挥主体

责任ꎬ 做好创建工作ꎮ 与贵州省教育厅共同启

动了第一批文明校园创建评选工作ꎬ 按 ２０％覆

盖率完成普通高校、 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创

建活动ꎮ 开展第一届贵州省文明家庭评选活

动ꎬ 评选出 ３０ 户全省文明家庭ꎬ 其中 ８ 户被评

为全国文明家庭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贵州省文明

家庭示范交流活动ꎬ 讲述文明家庭好故事ꎬ 新

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在全社会营造注重家庭、 注

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良好风尚ꎮ
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氛围日益

浓厚
开展以 “文明旅游” 为主题的贵州省第八

届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大赛ꎬ 设计制

作 ３０ 秒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 六大行

动公益广告片ꎬ 结合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美好黔图” 公益广告刊播宣传ꎬ 依托新闻媒

体、 网络平台、 楼宇电视、 户外广告、 广场展

板、 建筑围挡、 门户网站、 公众微信等阵地和

载体ꎬ 大规模、 高密度、 高标准进行公益广告

宣传ꎬ 在沪昆、 兰海、 杭瑞三条高速平均每 ３０
公里设置一块固定广告牌刊播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旅游景区景点为主要内容的公益广

告ꎬ 将公益广告宣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ꎬ 让核

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ꎮ 联合贵州省工

商局等 ９ 个部门持续开展 “规范户外广告刊播

　 加强公益广告宣传” 专项整治行动ꎬ 全省共

拆除各类违法虚假及不雅户外广告 ４５ 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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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ꎬ 在城乡新设立大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户外广告 １１ 万块 (幅)ꎬ 全省高速公路新增大

型公益广告牌 ８５０ 块ꎬ 交通沿线、 城市主次干

道、 城乡重点部位医药广告乱象得到有效

遏制ꎮ
六、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贫困地区村级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 项目建设ꎬ 将其

列入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并明确为全省

“十件民生实事”ꎮ 贵州省文明办牵头组织贵州

省文化厅、 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贵州省体

育局等部门共同实施ꎬ 通过整合 “四在农家
美丽乡村” 示范点、 “农民文化家园” 和中央

补助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项资金ꎬ 全面

完成 ５００ 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基础

设施建设ꎬ 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

议ꎬ 总结交流各地推进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ꎻ
投入 ４９６ 余万元ꎬ 资助 ３３ 个乡镇精神文明活动

中心改造提升ꎻ 持续开展文化、 科技、 卫生

“三下乡” 活动ꎬ 为基层群众送去价值 ２８６２ 万

元的项目、 物资和慰问金ꎬ 进一步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ꎬ 培育乡风文明ꎬ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ꎮ
七、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逐渐常态
会同贵州省团委、 贵州省志愿服务联合会

等单位开展 “暖冬行动” 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活动、 “和谐贵州三关

爱” 绿丝带志愿服务活动等ꎬ 带动全省掀起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热潮ꎬ 促进社会和谐ꎮ 开展

关爱自然保护山川河流志愿服务示范活动和首

届旅游志愿者形象大使选拔大赛ꎬ 号召广大志

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积极参与服务全省旅游公

益活动ꎬ 提升全省旅游发展软实力ꎮ 打造志愿

服务贵州名片ꎬ 贵州省 １３ 个项目入围第二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ꎬ 其中 ２ 个荣获金奖ꎬ １１
个荣获银奖ꎮ 评选推出一批最美志愿者、 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和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全省注册志愿者达 ２２５ 万

人ꎬ 其中实名认证 ２０５ ９７ 万人ꎬ 位居全国前

列ꎮ 全省志愿服务长效管理、 常态发展的服务

保障水平大幅提升ꎮ
八、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成效明显
以 “祖国好家乡美” 主题系列活动为载

体ꎬ 大力开展 “我的中国梦” 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学习教育活动ꎬ 全省中小学 ６００ 万名学

生参与到活动中来ꎮ 在优秀童谣征集传唱活动

中ꎬ 贵州省上百首优秀原创童谣在 «青年时

代» «少年时代报» 等刊物登载ꎬ 童谣 «地球

发烧» 获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三等奖ꎬ «剪窗

花» 获优秀奖ꎮ 开展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活动ꎬ 评选出 ５０ 名美德少年ꎬ ３ 名入选全国百

名美德少年ꎬ ２ 名入选全国 １０ 名 “最美孝心少

年”ꎬ ３ 名入选全国 ２０ 名 “媒体特别关注孝心

少年”ꎮ 启动 “十三五”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提出 “十三五” 期间乡村学校少年宫乡镇一级

“全覆盖” 的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和省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贵州省 ４７８１ 万元ꎬ 新建乡村学校

少年宫 １０３ 个ꎮ 各地依托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ꎮ
九、 网上文明传播卓有成效
围绕精神文明建设新要求、 新任务ꎬ 强化

网站建设和管理的主体作用ꎬ 对贵州文明网进

行升级改版ꎬ 新增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

州” “宣传干部上讲堂” “贵州文化改革发展”
等板块ꎬ 加大信息发布力度ꎬ 承办中国文明网

文明村镇专栏ꎬ 策划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专

题ꎬ 全年发布稿件 １５４４８ 篇ꎬ 网络文明传播作

用进一步凸显ꎮ 督促指导各市州和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城市加强文明网建设ꎮ 积极开展网

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引导各地运用微博、 博客、
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文明理念、 倡导文明新风ꎮ

十、 干部队伍素质和业务能力显著

提升
有计划分层次组织开展队伍培训工作ꎬ 在

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全省文明办主任培训班ꎬ
１００ 名各级文明办骨干参加培训ꎮ 举办简报信

息与地方文明网站建设管理工作培训班ꎬ 对信

息编辑与报送、 网站建设与管理等专业知识进

行系统讲解与指导ꎬ 提高参训人员的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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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素质ꎬ 有力地提高贵州文明网及各地文

明网站建设与管理的质量和水平ꎮ 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ꎬ 扎实推进 “千校万师” 培训工程ꎬ 共

举办培训班 ３０ 期ꎬ 培训中小学德育骨干教师

４５００ 余人ꎮ 组织全省志愿服务业务骨干培训班

１２０ 余场ꎬ 累计培训人数达 １ ２ 万人ꎬ 全省志

愿服务骨干业务水平全面提升ꎬ 基本建立涵盖

全省的 “志愿贵州” 云信息系统骨干队伍ꎮ 培

训提升了干部队伍的素质ꎬ 拓展了工作思路ꎬ
开阔了视野角度ꎬ 增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ꎮ

特色活动

贵阳市世纪城社区创新智慧社区管理
贵阳市世纪城社区积极探索并创新社区管

理工作方法ꎬ 通过智慧 ｅ 云平台建设ꎬ 建成智

慧社区基础设施网络、 智能高效便民的服务体

系、 安全高效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ꎬ 实现社区

居民 “吃、 住、 行、 游、 购、 娱、 健” 生活七

大要素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互动化和

协同化ꎬ 借助智慧社区平台ꎬ 推动文明社区

建设ꎮ
智慧 ｅ 云平台ꎬ 充分利用有线电视服务深

入千家万户的优势ꎬ 搭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ꎬ 通过 “电视屏幕＋服务站点＋智能手机” 的

三重立体界面推送给辖区居民ꎬ 打造 １５ 分钟生

活圈ꎬ 实现人们从 “看电视” 到 “用电视” 的

飞跃ꎬ 实现居民线上线下自主选择、 服务与需

求双向互动、 动态数据实时采集ꎮ 平台整合了

宣传服务、 政务服务、 智慧商业、 健康养老、
社区医疗、 智能停车、 综治服务、 智慧教育等

８ 项公共服务资源ꎮ
电视平台很好地解决了 “老年人不会用智

能手机ꎬ 同样享受健康便捷生活” 的问题ꎬ 用

老年人最为熟悉的电视遥控器作为输入设备ꎮ
以光缆铺设ꎬ 带宽、 网速稳定ꎬ 使用智慧社区

平台无须任何附加费用ꎬ 保证居民使用 “零增

费”ꎮ
在线上平台服务可以实现安全签到、 视频

问诊、 健康档案、 房屋租赁、 社区特卖、 政务

宣传、 民意调查等服务功能ꎻ 在实体服务站点

可以提供送药上门、 社区食堂、 票务代理、 老

年课堂、 文娱活动、 城市卡充值等服务ꎬ 真正

实现足不出社区ꎬ 服务尽享ꎮ
智慧社区还开发手机微信服务功能ꎬ 与电

视平台互联互通ꎬ 居民可以享受到政策宣传、
预约排号、 视频问诊、 送货上门等相关服务ꎬ
实现社区人群的全面覆盖ꎮ 通过手机移动端ꎬ
年轻人还可以了解老人的实时状况ꎬ 搭建子女

与父母间的桥梁ꎮ
推动便民服务进万家ꎮ 通过平台发布各类

公共服务和社区精神文化活动信息ꎬ 方便社区

居民生活和休闲娱乐ꎮ 通过平台可预约排号进

行接种疫苗和体检ꎬ 避免排队、 拥挤带来的困

扰ꎮ “服务一站通” 发布最新的民政、 社保、
计生、 就业等政务服务指南ꎬ 公布咨询电话ꎬ
提高居民办事效率ꎮ 平台还可引导广大居民群

众积极参与到友邻之家、 爱心银行等社区活

动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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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 “爱在安顺　 情暖万家”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６ 年ꎬ 安顺市以 “爱在安顺 　 情暖万

家” 为主题ꎬ 以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 困难职

工、 残疾人、 计生特殊家庭五类社会弱势群体

为服务对象ꎬ 动员组织全市各类志愿者ꎬ 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ꎮ
依托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学生青年

志愿者、 机关企事业单位志愿者、 “五老” 志

愿者、 “巾帼” 志愿者、 行业志愿者、 民间志

愿者等重点群体ꎬ 不断壮大 “爱在安顺　 情暖

万家” 志愿服务队伍ꎮ 由责任单位牵头ꎬ 对服

务对象进行摸底调查ꎬ 掌握他们的生产、 生

活、 心理等状况ꎬ 采取 “一对一” 或 “多对

一” 的形式结对帮扶ꎬ 多形式开展关爱活动ꎮ
同时依托社区、 学校建立 “四点半学校” “安
老师” 工作室、 幸福守望乐园、 快乐儿童之

家、 日间照料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ꎬ 为服务对

象提供贴心服务ꎮ
挂牌成立 “爱在安顺 　 情暖万家” 工作

室ꎬ 整合民间、 单位、 社区等志愿服务队伍ꎬ
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组织 “幸福童

游” “快乐宝贝快乐家” “万人共度端午” “邻
里守望　 月圆星光” “暖冬志愿行” “心暖心”
活动、 “五心” 志愿服务活动、 “心心相依　 留

守儿童心理关爱”、 助学行动、 失独家庭认亲、
关爱折翼天使等大型活动 ７０ 余场、 小型活动

２００ 余场ꎬ 捐赠资金累计上千万元ꎬ 受益群众

达 ２ 万人以上ꎬ 彰显了人文精神ꎬ 弘扬了正

能量ꎮ

黔西南州 “五个统筹”
建设文明乡风

黔西南州把开展 “推动移风易俗ꎬ 树立文

明乡风” 作为全州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ꎬ
在推进工作中注重五个统筹ꎮ

统筹现代文明理念和优秀文化传承ꎮ 深耕

黔西南优秀传统民族文化沃土ꎬ 从全州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中

凝练和总结现代文明的优秀思想元素ꎬ 加强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ꎬ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发掘现代价值ꎬ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

活动ꎬ 让传统节日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ꎬ
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ꎮ

统筹教育引导和激发内生动力ꎮ 把 “除陋

习、 倡文明、 树新风” 与评优树模活动相结

合ꎬ 广泛开展 “我评议、 我推荐身边好人”
“最美系列人物” “十星级文明户” “最美家

庭” “好媳妇好婆婆” 等评选活动ꎬ 通过道德

讲堂、 “积德榜” 等广泛开展宣传ꎬ 发挥道德

模范的引领作用ꎬ 用身边人、 身边事教育身边

群众ꎬ 努力形成崇德向善、 和谐向上的村风

民风ꎮ
统筹法治意识和乡规民约ꎮ 将移风易俗作

为改进、 完善基层自治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ꎬ
建立村规民约ꎬ 制定具体标准ꎬ 规范操作方

法ꎬ 明确奖惩机制ꎬ 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发动起

来ꎬ 形成向陈规陋习宣战的广泛共识ꎬ 使之成

为自觉、 自愿、 自主的共同行动ꎮ
统筹移风易俗和陈规陋习ꎮ 以家风民风建

设和人居环境整治为重点ꎬ 大力实施全民教育

行动ꎬ 积极推动树立文明生活新风尚ꎮ 号召干

部群众移风易俗ꎬ 办好婚嫁喜事ꎬ 争做文明新

风的倡导者、 传播者、 实践者ꎬ 把人情负担减

下来ꎬ 把新风正气树起来ꎮ
统筹城镇化进程和易地扶贫搬迁ꎮ 坚持政

府主导、 社会参与、 群众创造的工作原则ꎬ 把

推进移风易俗始终贯穿到小城镇建设和易地扶

贫搬迁的全过程ꎬ 把建城镇与 “种文化” “传
文明” 有机结合起来ꎬ 推动现代文明理念扎根

小城镇ꎬ 最大程度上激发社会的参与性和群众

参与的自觉性、 积极性ꎮ

(贵州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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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ꎬ 各方面工作深入推进ꎬ 有创

新、 有亮点、 有提高ꎬ 为推动云南跨越式发

展、 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

有力的思想保证、 精神力量、 道德滋养和文化

条件ꎮ
一、 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党员干部、 教

育各族群众
一年来ꎬ 全省各地各级精神文明建设系统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与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 五中、 六

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ꎬ 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

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紧密结合ꎬ 深刻理解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转化为

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ꎬ 转化为指导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重要遵循ꎮ 按照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的总体要求ꎬ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使精神文明建设自觉服务于

全省工作大局ꎮ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成为云

南边疆各族人民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始终坚持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ꎬ 坚

持融入贯穿结合、 落细落小落实ꎬ 运用多种载

体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ꎮ 一

是突出宣传引导ꎮ 做到全媒体宣传、 全社会覆

盖ꎬ 形成传统媒体、 网络新媒体和社会媒介联

合互动、 共同发力宣传的新格局ꎬ 推动核心价

值观进机关、 学校、 社区、 企业、 农村、 家

庭ꎮ 推动全省各州市继续打造核心价值观主题

公园、 主题广场、 主题街道ꎬ 使之更好地融入

生活ꎮ 持续推进公益广告宣传ꎬ 组织公益广告

的设计、 创作ꎬ 开展全省优秀公益广告作品评

选活动ꎮ 各级各部门不断加大公益广告经费投

入ꎬ 加大规范管理力度ꎬ 仅昆明市就多渠道投

入近亿元ꎬ 在主城及周边县区设置 １０００ 余条户

外公益广告ꎮ 二是突出督促检查ꎮ 对全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情况组织开展

专项督查ꎬ 总结工作经验ꎬ 召开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ꎬ 推动

各地各单位齐抓共管ꎬ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工作和生活全过程ꎮ 三是突出

文化熏陶ꎮ 以 “感党恩　 爱祖国　 奔小康” 为

主题在贡山县独龙江乡举办 “我们的节日———
开昌瓦节” 主题示范活动ꎮ 在沧源县组织科技

文化卫生 “三下乡” 活动ꎬ 深入挖掘云南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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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ꎬ 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ꎮ 四是突出爱国主义

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ꎮ 结合云南地处边疆实

际ꎬ 深入开展祖国观、 民族观、 历史观等教育

活动ꎬ 筑牢平等、 互助、 和谐的民族关系ꎮ 开

展民族团结教育进机关、 进社区、 进学校、 进

企业、 进农村、 进军 (警) 营、 进寺庙等活

动ꎬ 增强各民族群众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ꎮ
三、 多措并举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多举措推进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

德、 个人品德建设ꎬ 积极引导人们追求道德理

想ꎬ 树立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良好风

尚ꎮ 一是重视典型选树ꎬ 为道德教育树立标

杆ꎮ 各条战线选树道德模范、 “云岭楷模” “云
南好人” 等先进典型不断线ꎮ ２０１６ 年先后向社

会公开发布 “云岭楷模” １０ 名ꎬ 评选 “云南

好人” ４９ 名ꎬ 推荐上榜 “中国好人” ２５ 名ꎮ
二是广泛开展宣讲巡演ꎬ 让道德教育有声有

色ꎮ 依托全省已建成的 ８５７１ 个覆盖社会各领域

的道德讲堂ꎬ 举办宣讲活动和公民道德宣讲员

培训班ꎬ 形成常态化ꎬ 使道德教育贴近生活、
深入人心ꎮ 组织道德模范系列宣传活动ꎬ 包括

道德模范曲艺节目的创作及巡演活动、 道德模

范巡讲活动等ꎬ 大力宣讲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

和崇高品质ꎮ 三是关爱帮扶道德模范ꎮ 动员社

会各界力量关心和帮助各级道德模范ꎬ 对生活

存在困难的道德模范进行帮扶和慰问ꎮ 四是建

立阵地ꎮ 扩展云南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示范基地ꎬ 新增呈贡区、 永善县、 红塔区、
曲靖师范学院等 １１ 个点作为 ２０１６ 年省级示范

基地ꎬ 实现了全省各州市、 学校示范基地全覆

盖的目标ꎮ 通过基地挖掘传统节日和重大纪念

日蕴藏的价值内涵ꎬ 在城乡开展丰富多彩的节

日民俗、 文化娱乐、 经典诵读活动ꎮ 在全省各

地各行业开展群众性家风文化建设活动ꎬ 通过

书画展、 文化沙龙、 党员干部 “立家规、 扬家

规、 行家规” 等活动ꎬ 把道德教育融入日常生

活ꎬ 推动 “知行合一” 道德实践活动ꎮ 在机

关、 学校、 城市、 乡村普遍设立 “善行义举

榜”ꎮ 据统计ꎬ 目前ꎬ “善行义举榜” 在全省的

覆盖率超过 ９５％ꎬ 好人好事上榜 ２ 万多人

(件)ꎮ 五是融入中华传统美德教育ꎬ 积极探索

建设道德云南新途径ꎮ 发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公民读本»ꎬ 组织编写 «云南少数民族传

统美德丛书»ꎬ 充分挖掘云南民族文化中蕴含

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资源ꎮ 成立全国第一家省

级道德研究院ꎬ 为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

道德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ꎮ
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
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ꎬ 将

其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ꎬ 摆上重要

位置ꎮ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ꎬ 坚持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的根本方针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内容纳入课程、 融入实践ꎬ 贯穿到教

育教学和日常管理中ꎬ 用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

方式推动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ꎮ 广泛开展以

“向国旗敬礼” “开学第一课” “童心向党歌咏

比赛” 等为内容的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中

国梦” 主题系列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用中国梦

引领人生航向ꎬ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ꎮ 以

传统节日为契机ꎬ 以云南文明网为平台ꎬ 开展

“清明网上祭英烈” “向国旗敬礼” 签名寄语等

线上活动ꎬ 激发未成年人爱国爱党热情ꎮ 围绕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组织开展

“学长征精神 　 做红色传人” 活动ꎬ 弘扬红色

传统ꎬ 传承红色基因ꎮ 组织 ７６ 个中央支持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落地建设ꎬ 不断提升云南省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使用和管理水平ꎬ 丰富乡村

学校少年宫活动ꎮ 与云南省博物馆联合策划ꎬ
组织开展 “流动博物馆———非遗传承进乡村学

校少年宫” 活动ꎬ 通过非遗传承专题讲座、 非

遗传承人现场演示等丰富多彩、 充满趣味的活

动ꎬ 让孩子们感知非物质文化的魅力ꎮ 对曲

靖、 大理等 ２８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运行情况进

行督查调研ꎬ 加强对已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动态管理ꎮ 举办云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工作骨干培训班ꎬ 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１５０１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站点建设ꎬ 有效提升各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

作水平ꎮ
五、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有新拓展
服务 “一带一路” 工作大局ꎬ 围绕云南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战略定位ꎬ 主动适

应新常态ꎬ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进一步融

入社会生活各方面ꎮ
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制度建设ꎮ 根据

新形势新变化ꎬ 出台 «云南省关于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制定 «云南

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管理办法»
«云南省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 «云南

省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ꎬ 以制度保障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精神文明五大创建活动ꎬ
使各类文明创建活动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ꎮ 切实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ꎮ 组织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

会ꎬ 安排部署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ꎮ 组

织开展全省 “脏乱差” 治理情况专项督查ꎬ 找

出存在问题ꎬ 提出整改办法和措施ꎬ 助推新型

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ꎮ 注重移风易俗ꎬ 破除

陈规陋习ꎬ 印发 «关于大力弘扬文明殡葬新风

尚的通知» «云南省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精神文

明建设行动方案»ꎬ 在全省城乡范围内广泛开

展讲文明树新风 “十提倡十反对” 活动ꎮ 提升

文明城市创建水平ꎮ 抓住文明城市创建这个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龙头工程ꎬ 以实现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零的突破为目标ꎬ 广泛深入开

展创建文明城市宣传ꎬ 深入实施专项整治行

动ꎮ 举办文明城市创建骨干培训班ꎬ 组织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文明办主任到先进省市考察

学习ꎬ 召开全省文明城市创建推进会ꎬ 组织全

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年度测评ꎬ 开展文明城市

创建调研督查ꎬ 加大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指

导力度ꎬ 推动各地补齐短板、 克服形式主义、
保持创建工作常态化ꎮ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ꎮ 以

家庭、 家教、 家风建设为重点ꎬ 推动云南省各

地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ꎮ 大力宣传家庭

文明建设典型经验ꎬ 推进寻找 “最美家庭” 和

“好家风　 好家训” 宣传展示活动ꎬ 评选表彰

第一届云南省文明家庭ꎮ 云南省 ８ 户家庭荣获

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ꎮ 扎实开展文明校

园创建ꎮ 开展文明校园的评选工作ꎬ 并就完善

«高校文明校园测评体系» 开展了调研ꎮ 将文

明校园创建纳入文明城市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测评ꎬ 制定出台相关测评体系ꎬ 形成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热潮ꎮ 巩固提升文明单位创

建成效ꎮ 提升创建层次ꎬ 强化创建效应ꎬ 促使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ꎮ 把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向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和科技

创新单位延伸ꎬ 使 “三新” 组织的企业文化、
单位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同行ꎮ 着

力抓好边境地区文明创建ꎮ 指导边境县 (市)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大力推动边境

文明村镇、 文明集市、 文明口岸创建ꎬ 总结边

境地区开办国门书社、 国门学校等方面的创建

经验ꎬ 进一步树好国门形象ꎮ 组织开展寻找首

届 “国门之星” 活动ꎬ 中央驻滇新闻媒体、 省

级主要新闻媒体到德宏、 保山、 红河等地对

“国门之星” 候选人进行重点采访和宣传ꎮ 持

续抓好文明交通创建ꎮ 开展云南省文明公路运

输线创建活动ꎬ 与交通运输厅、 公安厅等相关

单位联合起草制定文明公路、 文明收费站、 文

明服务区测评体系ꎬ 印发全省实施ꎮ 抓好 “文
明交通行动”ꎬ 完善交通完全宣传教育体系ꎮ
推进文明旅游素质提升工程ꎮ 组织开展文明旅

游督查调研ꎮ 强化节假日、 重要时间节点宣传

教育ꎬ 开展 “为中国加分” 文明旅游主题行动

和 “文明旅游背包行” “文明旅游提个醒”
“文明旅游随手拍” 等公益宣传活动ꎬ 开展

“云南旅游好故事” 影视、 摄影作品征集活动ꎬ
打造了昆明讲武堂———会泽柯渡———昭通扎西

会议等一批红色旅游线路ꎬ 推动全省文明旅

游、 红色旅游工作有序开展ꎬ 形成全社会谴责

旅游不文明行为的良好态势ꎬ 营造文明出游浓

厚氛围ꎮ 推进 “诚信云南” 建设ꎮ 大力弘扬诚

信文化ꎬ 通过各类媒体发布失信企业 “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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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ꎬ 落实对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惩戒措施ꎬ 构

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六、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兴起新热潮
把志愿服务活动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各方

面ꎬ 围绕关爱他人、 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ꎬ 广

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在全社会掀起了志愿服

务的热潮ꎮ 完善制度ꎬ 促进志愿服务常态化ꎮ
云南省民政厅制定出台了 «云南省志愿服务记

录实施办法» «云南省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

务组织的实施意见»ꎬ 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得

到加强ꎬ 全省志愿服务工作管理更加规范ꎬ 运

转更加有效ꎬ 协调更加顺畅ꎮ 建设队伍ꎬ 促进

志愿服务规范化ꎮ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和公职人

员的示范带头作用ꎬ 不断壮大志愿者队伍ꎮ 开

办全省志愿服务发展与信息系统应用培训班ꎬ
培养志愿服务骨干队伍ꎬ 推动全省志愿服务工

作更加规范化发展ꎮ 开展活动ꎬ 促进志愿服务

社会化ꎮ 围绕关爱他人ꎬ 把社区作为志愿服务

活动的主要场所ꎬ 多做雪中送炭的项目ꎬ 实实

在在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

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活动ꎻ 围绕关爱社

会ꎬ 广泛开展脱贫帮扶、 便民利民服务、 公共

场所文明引导、 文化志愿者边疆行、 普法志愿

服务等活动ꎻ 围绕关爱自然ꎬ 将保护云南九大

高原湖泊、 重要河流作为重点工作ꎬ 深入开展

保护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活动ꎬ 传播生态文明理

念ꎬ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ꎮ 紧扣重要时间节点和

突发事件ꎬ 利用 ３ 月 ５ 日学雷锋纪念日、 南博

会举办日、 科普宣传日、 普法宣传日等组织志

愿服务活动ꎮ 重点支持云南省 ９ 个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城市举办系列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ꎮ 选树典型ꎬ 促进志愿服务品牌化ꎮ 加大志

愿服务先进典型宣传ꎬ 向中央文明办推选最美

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ꎬ 共计 ４０ 个ꎬ 命名表彰

云南省第三批 “学雷锋示范点” 和 “岗位学雷

锋标兵”ꎮ 积极参与组织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大赛云南地方赛ꎬ 云南省共 １３ 个项目入围

全国大赛ꎬ 云南省博物馆被命名为全国公共文

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首批示范单位ꎮ

特色活动

芒市培育节俭新风　 建设美丽村寨
德宏州芒市风平镇法帕村委会拉老村民小

组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纯傣族自然村ꎬ 全村共

１０７ 户ꎬ ５５３ 人ꎮ 拉老村按照芒市委提出的打造

“十位一体” 活动室要求ꎬ 即把村活动室打造

成为老年之家、 妇女之家、 民兵之家、 青年之

家、 党员活动室、 文化活动室、 村小组会议

室、 矛盾纠纷调解室和红白喜事举办点、 农村

实用技能培训点的 “四家、 四室、 两点” 为一

体的模式ꎬ 引导村干部群众移风易俗ꎬ 建设美

丽俭约型村寨ꎮ
以 “四家” 为依托ꎬ 充分发挥 “四家” 宣

传教育功能ꎬ 树立俭约理念ꎮ 充分发挥 “妇女

之家、 老人之家、 青年之家、 民兵之家” 作

用ꎬ 组织四个群体开宣传 “俭约” 理念先河ꎬ
通过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俭约活动ꎬ 让俭约理

念深入人心ꎬ 妇女成为践行者和宣传者ꎬ 老年

人成为带头者和监督员ꎬ 青年成为示范者和传

承者ꎬ 民兵成为保卫者和模范者ꎮ 经过多年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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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 拉老人逐渐树立起了 “节约光荣、 浪费可

耻” 的意识ꎬ 俭约成为了每个拉老人自觉遵循

的行为ꎮ
以 “四室” 为阵地ꎬ 践行俭约理念ꎬ 积极

开展 “俭约我先行” 系列教育活动ꎬ 让党员成

为 “俭约行动” 先锋模范ꎻ 以文化活动室为阵

地ꎬ 积极开展以 “俭约” 为主题的文艺展演ꎬ
与村民面对面唱 “俭约”、 谈 “俭约”ꎬ 并在文

化活动室显著位置设立 “善行义举榜”ꎬ 传播

先进文化ꎻ 以村小组会议室为阵地ꎬ 召开村民

民主大会ꎬ 成立了拉老村建设 “俭约示范村”
领导小组ꎬ 构建起 “统一部署、 职责明确、 全

民参与” 的俭约型村寨创建格局ꎻ 以矛盾纠纷

调解室为阵地ꎬ 让群众诉求、 合法权益得到保

护ꎬ 形成了邻里和谐相处ꎬ 群众干部手牵手、
心贴心的良好氛围ꎮ

以 “两点” 为中心ꎬ 让农村移风易俗文明

新风从这里吹遍ꎬ 夯实俭约理念ꎮ 依托农村实

用技能培训点开展现代科技、 种养植、 新农村

建设、 移风易俗等方面的培训ꎬ 着力改变落后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面貌ꎮ 依托红白喜事举办

点ꎬ 统一客事规格ꎬ 改变红白喜事铺张浪费的

陋习ꎬ 越来越多的群众利用文明环保、 卫生、
节约的方式举办红白喜事ꎮ

腾冲市传好家训建好家风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理念ꎬ 腾冲挖掘传统文化和良好家

风ꎬ 传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ꎬ 在全市营造家风

好、 民风纯、 党风正、 政风清的良好氛围ꎮ
开展文明家风家训宣传活动ꎮ 通过宣传

栏、 文艺表演、 发放宣传图册等形式广泛宣传

好的家风家训ꎻ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ꎬ 深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ꎬ 积极在

广大家庭中推广央视 “梦娃公益广告”ꎬ 传唱

«中华好家风»ꎬ 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广大群众头脑中生根发芽ꎻ 在社区 “妇女之

家” 中设置 “好家风　 好家训” 专栏ꎬ 依托社

区 “妇女之家” 平台ꎬ 广泛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ꎬ 营造良好的家风舆论氛围ꎮ
组织开展家风家训评选展示活动ꎮ 在全市

范围内积极开展培育好家风、 传承好家训———
治家格言和家庭小故事征集、 评选、 展示活

动ꎬ 展示文明家庭的治家理念ꎬ 现代家庭的良

好家风ꎬ 在全市营造积极争创文明家庭的良好

氛围ꎮ 成功举办了腾冲市 “好家风 　 好家训”
家庭才艺大赛ꎮ

开展让家风家训进村规民约活动ꎮ 通过走

访、 座谈、 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收集 “好家

风　 好家训”ꎮ 以和顺镇为试点进行寻访、 收

集活动ꎬ 对寻访到的宗族家风家训进行总结提

炼ꎬ 将好的家风家训词融入推广到村规民约

中ꎮ 在和顺镇杨氏宗祠里ꎬ 以 «遗规» «遗箴»
的形式ꎬ 刻写了六段箴言ꎬ 作为杨氏家训ꎬ 希

望每个族人ꎬ 以正心修身为本ꎬ 首先做到家庭

和谐ꎬ 家业兴旺ꎬ 然后有益于乡里ꎬ 贡献于国

家社会ꎮ

曲靖市 “五个一” 抓实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曲靖市致力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

农村精神文化阵地ꎬ 建设美丽新农村ꎬ 培育时

代新农民ꎮ
营造一个氛围———以环境熏陶人ꎮ 曲靖市

注重发挥公益广告的熏陶启迪和感化教化作

用ꎬ 既坚持从小处着手ꎬ 又注重从大处着眼ꎬ
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宣传的立

体式、 全覆盖ꎮ 立足实际ꎬ 在全市打造了一批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主题广场、 公园、 社区、
街路、 村镇ꎮ 在农村的大街小巷制作文化墙十

万余幅ꎬ 在全市农村形成了公益广告宣传的美

丽风景线ꎬ 做到了传统美德文化、 公益广告村

村有ꎬ 处处见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像空

气一样无处不在ꎮ
建好一个阵地———以文化培育人ꎮ 一是建

好文化阵地ꎮ 全市已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 ８０ 余

个ꎬ 建设行政村综合文化室 １０００ 余个ꎬ 建成农

村文化小广场 ３０００ 余个ꎬ 农村文化户 １６００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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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ꎮ 二是注重村规民约和家风家训建设ꎬ 在全

市开展 “百万家庭传家风” 活动ꎬ 通过 “立家

训” “晒家风” “传家礼”、 家庭美德故事宣讲

进村居等系列活动ꎬ 让传统美德滋润群众心

田ꎬ 让礼仪规范塑造农村新风貌ꎮ
规范一个体系———以创建引导人ꎮ 开创星

级评定、 晋位升级、 动态管理模式ꎬ 形成了一

套规范的创建测评体系ꎬ 丰富了文明村、 文明

社区、 文明乡镇、 文明小城镇的内涵ꎬ 提升了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水平质量ꎮ 曲靖市

委、 市政府出台了 «曲靖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管理办法»ꎬ 全面加大了对农村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奖励力度ꎬ 极大地激发了

各地创建的积极性ꎬ 推动了全市农村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蓬勃开展ꎬ 实现了对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常态化创建和动态化管理ꎮ
推进一项工程———以宜居留住人ꎮ 曲靖着

力推进美丽家园建设ꎬ 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工程ꎬ 市委、 市政府制定了 «曲靖市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提出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 用 ５ 年时间ꎬ 每年推进

４００ 个以上美丽宜居乡村建设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全

市建成 ２５００ 个以上美丽宜居乡村ꎬ 乡村绿化亮

化美化水平稳步提高ꎬ 公共基础设施不断配套

完善ꎬ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ꎮ
选树一批典型———以模范激励人ꎮ 曲靖市

不间断地组织开展 “曲靖身边好人” “最美母

亲” “曲靖美德少年” “道德模范” 等评选活

动ꎬ 通过道德模范巡讲巡演、 道德模范进基

层、 身边模范进道德讲堂等多种形式ꎬ 把公民

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渗透到农村的生活中ꎬ 在

全社会树立起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ꎬ 营造了知

荣辱、 讲正气、 作奉献、 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

尚ꎬ 有力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

发展ꎮ

(云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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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西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着

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ꎬ 着力深化文明城市、 文明家庭、 文明便

民警务站创建活动ꎬ 深入开展文明西藏五大行

动ꎬ 为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 谱写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丰润的道德滋养ꎮ
一、 大力选树道德标杆ꎬ 在全社会集

聚起尊崇模范争当先进的强大正能量
通过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自治区第五届

道德模范等评选表彰活动ꎬ 把各行各业的先进

人物、 群众身边的好人好事挖掘出来ꎬ 形成群

星璀璨、 德行天下的公民道德建设氛围ꎬ 引导

各族干部群众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ꎬ 并自觉将

榜样的力量转化为生活实践ꎬ 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注入新的活力ꎮ
１ 积极推进家庭文明建设ꎮ 根据中央文明

办通知要求ꎬ 自治区专门成立评选推荐活动办

公室ꎬ 广泛发动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积极参与ꎬ
经层层推荐、 筛选把关、 社会公示ꎬ 罗布卓

玛、 巴桑德吉、 琼贡、 扎西曲珍、 宗吉五个家

庭ꎬ 荣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ꎮ
２ 大力评选表彰道德模范ꎮ 由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 区文明办、 西藏军区政治部、 武警西

藏总队政治部、 区总工会、 团区委、 区妇联牵

头ꎬ 组织了第五届西藏自治区道德模范评选ꎬ

从众多候选人中择优表彰了 １２ 名道德模范和

３０ 名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ꎻ 山南市举行了第

五届感动山南十大人物评选ꎻ 林芝市举办了第

一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ꎬ 表彰了 １２ 名可信、 可

学的模范人物ꎮ
３ 广泛推举身边好人ꎮ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

寻找好人好事活动ꎬ 让群众身边的人影响群

众ꎮ 全年西藏自治区评议推举出 ３００ 余名 “身
边好人”ꎬ 其中有 １１ 人登上了 “中国好人榜”ꎻ
拉萨市推行村级 “善行义举榜”ꎬ 每个村不定

期地在村头巷尾张榜表扬好人好事ꎻ 日喀则市

探索道德讲堂建设ꎬ 让群众身边的好人进机关

进社区讲自己的故事ꎻ 那曲地区开展第三届

“最美乡村教师” “最美乡村医生” 评选ꎬ ２４
名旨在奉献基层、 服务群众的优秀教师优秀医

生受到隆重表彰ꎮ
二、 扎实推进创建活动ꎬ 以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新风貌助推美丽西藏
建设

通过扎实推进 “三大创建”ꎬ 有力地推动

了和谐宜居、 富有活力、 充满幸福感的现代化

城市建设ꎬ 有力地推动了爱岗敬业、 担当作

为、 服务群众的机关文化建设ꎬ 有力地推动了

民风淳朴、 环境优美、 生态良好的美丽乡村

建设ꎮ
１ 扎实推进幸福城市建设ꎮ 拉萨市作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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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级文明城市ꎬ 全力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ꎬ 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ꎻ 日喀则市作为全

国地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ꎬ 专门成立工作领导

小组ꎬ 分解目标、 量化任务、 落实责任ꎬ 创城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ꎻ 山南市、 林芝市积极开展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ꎬ 专门到内地发达地区和有

借鉴意义的城市考察学习ꎻ 曲水县、 扎囊县、
米林县经过不懈努力ꎬ 成功跻身全国县级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ꎮ 通过大力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ꎬ 西藏自治区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水平和综合

管理服务能力逐年提升ꎬ 群众的幸福感与日

俱增ꎮ
２ 扎实推进文明单位建设ꎮ 文明单位建设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通过干部职工的示范带

动作用ꎬ 促进社会文明风气的形成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 自治区公安厅联合组织开

展了第二届文明警务站评选ꎬ 从全区各级便民

警务站中遴选出 ５０ 个工作扎实、 群众口碑好的

警务站ꎬ 进行了集中表彰ꎮ
３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ꎮ 深入推进全国

全区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 星级文明户创建ꎬ
不断强化督促指导检查ꎬ 不仅建设山美水美的

秀美家乡ꎬ 更要建设人美心美的美丽家园ꎮ 山

南市结合当地实际ꎬ 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干部驻

村结合起来ꎬ 将 “十星模范村” 作为一项重点

工作纳入山南市干部驻村 １０ 项任务ꎮ 通过各方

共同努力ꎬ 文明村镇在移风易俗、 改变陋习ꎬ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带动

作用ꎬ 广大农牧区正在发生新的可喜的变化ꎮ
三、 深入开展实践活动ꎬ 引导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精神文创建活动
围绕社会广泛关注、 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

问题ꎬ 以文明西藏五大行动为切入点ꎬ 广泛开

展群众易于参与、 乐于参与的实践活动ꎬ 增强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影响力辐射面ꎬ 引导广

大群众在积极参与中受到教育ꎬ 潜移默化地改

变陋习、 逐步养成文明行为习惯ꎮ
１ 大力营造文明光荣的社会氛围ꎮ 以中国

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西藏和平解放 ６５ 周年、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文明习惯养成等为主要内容ꎬ 制作发布了

一大批主题公益广告ꎬ 生动活泼地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 弘扬时代主旋律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在

报纸、 电视、 网络、 广告大牌、 建筑围挡等媒

体媒介上密集刊载ꎬ 仅建筑围挡一项ꎬ 全区全

年刷新了近 ４０ 万平方米ꎬ 形成了抬头可见、 抬

头可学的良好氛围ꎮ 各地积极推进主题公园建

设ꎬ 拉萨市以大昭寺广场、 宗角禄康公园等 １０
多个广场公园为基地ꎬ 打造了核心价值观、 国

防教育等主题公园ꎮ 林芝市以厦门广场、 福建

公园为基地ꎬ 积极打造 “讲文明　 树新风” 主

题公园ꎬ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 传递正能量ꎬ 这

些地方现在成了市民群众最爱去的运动休闲

场所ꎮ
２ 着力改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ꎮ 针

对社会反映强烈的交通、 旅游、 网络、 餐饮等

问题ꎬ 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履职尽责ꎬ 按照文明

委统一部署ꎬ 与有关部门和地市紧密配合ꎬ 深

入推进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文明上网、 文明

餐桌专项行动ꎮ 自治区旅发委严厉督导规范导

游行为ꎬ 引导游客自觉遵守文明礼仪ꎻ 拉萨市

向全体市民发起倡议ꎬ 呼吁广大市民珍惜粮

食、 节俭消费ꎻ 日喀则市各有关部门联合行

动ꎬ 针对网吧等文化营业场所ꎬ 高密度进行文

化市场执法检查ꎬ 重处不法营业商贩ꎬ 劝导市

民维护网络正常秩序ꎬ 引导家长教育未成年人

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习惯ꎻ 阿里地区集中开展机

动车违章、 危险驾驶等不良行为专项整治ꎮ 通

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专项行动ꎬ 进一步压缩了

不良行为习惯的生存空间ꎬ 文明行为成为社会

主流ꎮ
３ 积极打造群众踊跃参与的活动载体ꎮ 自

治区文明委精心策划ꎬ 各地因地制宜ꎬ 围绕群

众所需所盼开展了众多群众叫好的活动ꎮ 各地

各部门全年组织 “五下乡” 活动 ６０００ 多场次ꎬ
就诊、 医药、 科学技术、 文艺活动、 法律知

识、 爱国爱教宣传服务等活动送到了群众家门

口ꎻ 昌都市深入开展 “三爱三美” 活动ꎬ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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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全体市民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ꎬ 让城市每

一片区域、 每一个角落都干净亮丽起来ꎻ 那曲

地区积极开展 “爱劳动、 除陋习、 树新风” 主

题教育活动ꎬ 动员号召广大农牧民群众摒弃陈

规陋习、 形成文明新风ꎮ 这些群众广泛参与的

实践活动ꎬ 让每个参与者都转化为践行者ꎬ 有

力地促进了广大群众文明素质大幅提升ꎮ
四、 全力呵护祖国未来ꎬ 不断加强和

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自治区文明委各成员单位通力协作ꎬ 多方

入手ꎬ 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ꎬ
培养德才兼备、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

接班人ꎮ
１ 强化制度设计ꎮ 结合西藏实际ꎬ 完善了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测评工作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三年测评总成绩不满 ８５ 分的城市ꎬ 一律

取消全国文明城市的参评资格ꎻ 规范了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建设标准、 运营方式和经费拨付程

序ꎻ 研究了文明校园创建实施意见ꎮ
２ 加大硬环境建设力度ꎮ 自治区文明委各

成员单位从业务实际出发ꎬ 为青少年快乐成长

打造过硬的基础环境ꎮ 教育部门大力推进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寄宿制学校建设ꎬ 从师

资配备、 课程内容等方面不断优化德育教学ꎻ
文明办系统进一步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督导心理健康辅导站建设ꎻ 各地各有关部门免

费向青少年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国防教育

基地、 民族团结教育基地ꎬ 为青少年提供德育

实践活动场地ꎻ 拉萨等地市在社区开展 “家长

学校” 建设ꎬ 义务指导家长怎样教育孩子ꎬ 怎

样帮助孩子从小树立良好习惯ꎮ
３ 深入开展系列品牌活动ꎮ 深入开展 “我

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广泛组织 “向
国旗敬礼”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网上祭英

烈” 等网上签名寄语系列活动ꎬ 参与学生达 １２
万人次ꎬ 抒发了青少年学生热爱伟大祖国、 热

爱中华民族、 热爱中华文化、 热爱中国共产

党、 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感情ꎻ 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参加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ꎬ 向

中央文明办推荐优秀童谣作品 １３ 首ꎬ 其中

«爱听» 荣获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奖ꎻ 举办全

区 “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人” 诵读比赛ꎬ 引

导广大青少年在诵读中华经典中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ꎻ 组织第三届 “格桑梅朵杯
美德少年” 评选表彰ꎬ 将 ５０ 名美德少年先进

事迹制成光盘发放全区中小学校ꎬ 让少年儿童

学有榜样、 行有楷模、 赶有目标ꎬ 用美德托举

少年梦、 中国梦ꎮ
五、 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ꎬ 服务他人

提升自我逐渐成为时代新风尚
各地各部门通过广泛开展接地气、 有实

效、 形式灵活多样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ꎬ 引

导激励广大群众把积极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作

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ꎬ 使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蔚然成风ꎮ

１ “情满高原文明之行” 志愿服务深入

人心ꎮ 结合行业、 对象和地域特点ꎬ 组织开展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ꎬ 推进志愿服务进机关、 进

企业、 进农牧区、 进学校、 进社区ꎮ 在社区开

展党员 “到社区报到ꎬ 进社区服务” 活动ꎬ 在

窗口行业开展 “学雷锋标兵” 活动ꎬ 在驻村工

作队开展 “强基惠民” 志愿服务活动ꎬ 在学校

开展 “我是小小活雷锋” 活动ꎬ 在农牧区开展

“美丽乡村文明养成” 志愿服务活动ꎬ 全年有

近 ３０ 万人次参与 １８０００ 多场志愿服务ꎬ 他们用

一个个微小的行为传承着中华传统美德、 传递

着人间大爱ꎬ 关心他人、 友爱互助正引领着时

代风尚ꎮ
２ 志愿服务整体水平再次飞跃ꎮ ２０１６ 年是

西藏自治区志愿服务整体向前大迈进的一年ꎬ
涌现出一批崇德向善、 事迹感人、 影响广泛的

优秀集体和个人ꎮ 西藏自治区 １０ 个学雷锋志愿

服务集体和个人被全国命名表彰ꎬ 荣获全国

“最美志愿者”、 全国 “最美志愿服务项目”、
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全国 “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 荣誉称号ꎮ 西藏自治区志愿服务不

再是 “泥塘里游泳”ꎬ 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

全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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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志愿服务工作不断规范ꎮ 随着西藏自治

区 «自治区志愿服务条例» «关于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化的实施意见» 等法规、 意见的深入实

施ꎬ 全区志愿服务在由小到大的同时ꎬ 正在由

零散走向规模化规范化ꎮ 全区的志愿服务工作

得到统筹调控、 有效指导ꎬ “服务过度” “被服

务” “有需求得不到服务” 等现象将不复存在ꎬ
精准服务将成为规范模式ꎮ

特色活动

“情暖高原文明之行” 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６ 年ꎬ 自治区文明办在全区组织开展

“情暖高原文明之行” 志愿服务活动ꎬ 以实

际行动传递正能量ꎬ 在全区各界产生强烈社会

反响ꎬ 受到了各族群众的广泛赞誉ꎮ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力求形式多样ꎮ 拉萨市

组织相关单位利用各自宣传点向广大市民群众

进行志愿服务宣传ꎬ 发放了宣传资料及环保购

物袋、 书包、 笔袋等宣传品ꎻ 那曲地区开展学

习 «西藏自治区志愿服务条例» 活动ꎮ 林芝市

组织志愿者为学习困难的中小学生义务辅导功

课ꎬ 与特殊群体的青少年一起做游戏ꎮ 法院、
检察院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到乡镇学校ꎬ 义务为

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ꎬ 开展法律讲座ꎮ 昌都市

开展 “三美三爱” 市容市貌综合整治活动ꎮ
阿里地区狮泉河海关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开展

“边关关员情系阿里ꎬ 神山圣湖更加美丽” 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ꎬ 张贴可回收环保宣传标语ꎬ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环保垃圾袋ꎬ 并向国内外

游客开展超过一千人次的环保知识讲解ꎬ 全年

不间断地清除圣湖边各类垃圾ꎬ 有力地保护了

玛旁雍错周边的自然环境ꎮ
组织各类志愿者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ꎬ 扩

大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ꎮ 各地市各

部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 生动活泼、 通俗易懂

的形式ꎬ 利用广播、 电视、 报纸、 杂志和各类

新媒体等ꎬ 大规模刊播志愿服务标语ꎬ 形成全

社会共同关心、 支持、 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的良

好氛围ꎮ

组织开展全区 “诵中华经典
做有德之人” 诵读比赛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起ꎬ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 教育

厅以庆祝建党 ９５ 周年为契机ꎬ 在全区中小学校

学生中组织开展了 “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

人” 诵读比赛活动ꎬ 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心向

党、 爱祖国、 有梦想、 讲团结ꎮ
全区中小学校 (含内地西藏班) 认真组

织ꎬ 每一个节目由指导教师、 各地市严把质量

关ꎬ 并向区文明办上报 ２１０ 个藏汉语节目ꎮ 区

文明办组织教育界、 新闻界等藏汉文专业老师

分组别对推荐上报的节目作品层层进行评阅ꎬ
６０ 个优秀作品荣获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及

优秀奖ꎮ 评选全过程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ꎬ 采

用多人参评、 集体打分、 取平均分的方法进

行ꎬ 确保评选结果真实可靠ꎮ
节目作品内容丰富、 体裁多样ꎬ 采取个

人、 团体、 配乐、 舞蹈、 吹笛、 弹唱等新颖有

趣的诵读模式ꎬ 把中华经典文化内涵和精髓生

动地表现出来ꎬ 在潜移默化中滋润广大未成年

人心田ꎮ 每个节目都浸透着老师和学生们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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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智慧ꎬ 有优美的音乐烘托气氛ꎬ 亦有动人

的舞蹈锦上添花ꎬ 真可谓精彩纷呈ꎬ 是融视

觉、 听觉、 感觉为一体的丰盛大餐ꎮ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积极协调西藏日报社、

中国西藏新闻网、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ꎬ
推荐发表、 登载或播出优秀诵读作品ꎮ 充分运

用全区乡村学校少年宫等宣传教育阵地ꎬ 以多

媒体、 展板、 黑板报等为载体ꎬ 在全区广大青

少年学生中广泛宣传优秀作品ꎮ 通过开展经典

诵读活动ꎬ 孩子们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ꎬ 让每一个孩子强化自身的行为修养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营造孩

子们成长成才的良好环境ꎮ

在全区开展 “向国旗敬礼” 活动
为引导未成年人进一步增强热爱祖国、 热

爱人民、 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新西

藏的美好情感ꎬ 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自治区文明办联合相关部门利用国

庆节这一重要时间节点ꎬ 组织开展了全区广大

未成年人深入开展 “向国旗敬礼” 活动系列

活动ꎮ
各地市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 “向国旗敬

礼” 活动ꎬ 把网上签名寄语与网下教育实践结

合起来ꎬ 主题鲜明突出、 形式灵活多样ꎮ 组织

全区具备上网条件的中小学学生分批次登录有

关网页ꎬ 开展网上签名寄语活动ꎬ 抒发爱国情

怀ꎮ 同时针对部分地区高寒偏远、 无法上网等

实际ꎬ 各级学校积极组织主题鲜明的网下教育

实践活动ꎬ 利用黑板报、 手抄报ꎬ 征集主题作

文、 绘画作品ꎬ 升国旗唱国歌ꎬ 观看爱国影

片、 召开主题班会、 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
祭扫烈士陵园等方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ꎬ 深化

爱国情感ꎬ 拓展向国旗敬礼新平台ꎮ
全区各级学校依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 ８０ 周年的时机ꎬ 利用 “向国旗敬礼” 宣

传资料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藏汉双语宣

传平面公益广告ꎬ 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ꎮ 各中小学以爱国主义为主题ꎬ 以学校广播

站、 校报团报专题专栏等为阵地ꎬ 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 革命传统、 理想信念和民族团

结教育ꎬ 营造出人人向国旗敬礼的浓厚氛围ꎬ
引导未成年人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ꎬ 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人生理想ꎮ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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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陕西省
概况综述

一、 聚焦落细落小落实ꎬ 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是大力推动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ꎮ 组

织征集制作 “六德” 系列、 新二十四孝水墨漫

画系列、 户县农民画系列三批次 “厚德陕西”
公益广告ꎬ 在商场等人流密集区、 车站等重点

部位、 交通路口等显著位置刊播ꎬ 工作成效纳

入各地业务工作考核ꎮ 印发 « “厚德陕西” 道

德建设重点工作任务分工方案»ꎬ 将 “六德”
工程 ５１ 项具体任务分解到 ３５ 个省级部门分工

负责抓落实ꎮ 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打造厚德陕

西尚德西安、 崇德宝鸡、 德善咸阳、 德润铜

川等道德建设品牌ꎬ 推进 “厚德陕西” 建设认

知、 践行ꎮ
二是深入开展 “身边好人” 推荐评选ꎮ 制

定出台好人线索推荐 “轮值月” “群星奖” 等

引导机制ꎬ 推荐好人线索 ２６０ 多万条ꎮ 全年有

１２０ 人 ( 组 ) 荣 登 « 中 国 好 人 榜 »ꎬ １９ 人

(组) 在 «好人 ３６５ 栏目» 重点宣传展示ꎮ 打

造 “陕西好人” 品牌ꎬ 发布 «陕西好人榜» ６
期ꎬ １７３ 人 (组) 上榜ꎮ 在榆林市承办 «中国

好人榜» 五月入选名单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

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ꎮ
三是建立道德典型关爱帮扶机制ꎮ 会同省

慈善协会设立 “陕西省公民道德建设基金”ꎬ

首批受赠捐助基金 ２００ 万元ꎮ 积极落实中央文

明办对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任凤祥的直接帮

扶ꎬ 组织全省做好春节等重大节庆期间关爱慰

问工作ꎬ 推进关爱帮扶制度化ꎮ 出版 «德耀三

秦———陕西省第四届道德模范事迹汇编»ꎬ 营

造向善向美、 好人好报的道德氛围ꎮ
四是着力推进 “诚信陕西” 建设ꎮ 贯彻落

实 «关于深入推进 “诚信陕西” 建设的实施意

见»ꎬ 协调召开陕西省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建设

新闻发布会ꎬ 累计推送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２ ８１
万人ꎮ 召开 «陕西省诚信建设 “红黑榜” 发布

制度» 征求意见座谈会ꎬ 印发 «陕西省重点领

域失信 “黑名单” 发布制度»ꎬ 推进 “红黑

榜” 发布规范化、 制度化ꎮ 贯彻落实 «关于加

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

制建设的意见»ꎮ
二、 聚焦农民群众精神脱贫ꎬ 大力推

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一是加强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ꎮ

组成督导小组ꎬ 深入到 ２０ 个重点示范县的 ３０
个镇 ７８ 个村ꎬ 实地查看督导ꎬ 现场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ꎮ 发挥资金导向作用ꎬ 对工作扎实、
群众满意的试点县下拨 ５０ 万元予以奖补ꎮ ４
月、 ６ 月ꎬ 分别在城固县和彬县召开 “美丽乡

村文明家园” 建设陕南片区和关中陕北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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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会ꎬ 总结先进经验ꎬ 推动工作开展ꎮ
二是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ꎮ ６ 月ꎬ 陕西

省被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确定为 “全国移风易

俗试点省”ꎬ 对标 “全国试点” 的高标准ꎬ 充

分调研ꎬ 制定下发 «关于以建设 “文明家园”
为目标　 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进村入户的通

知» «关于在全省农村广泛深入开展 “十星级

文明户” 创建评选活动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

一步做好全省移风易俗工作的通知» 等制度性

文件ꎬ 各地按照 “一个重点、 两个目标、 三个

环节、 四个关键” 要求ꎬ 全省一盘棋同步推进

工作开展ꎮ ７ 月ꎬ 在全省文明办主任半年工作

会议上ꎬ 对移风易俗工作进行专题安排部署ꎮ
１０ 月ꎬ 在旬阳县召开全省移风易俗工作现场

会ꎬ 推广宝鸡市、 旬阳县等地经验做法ꎬ 对全

省移风易俗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ꎮ 旬阳县

“说论亮” 道德评议法ꎬ 受到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陕西日报» 等新闻媒体广泛报

道、 关注ꎮ
三、 聚焦公民文明素质提升ꎬ 广泛开

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一是发挥文明城市创建 “龙头” 作用ꎮ 在

抓细抓实上下功夫ꎬ 印发 «陕西省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 »ꎬ 制定

«全省文明城市 (县城) 测评操作手册»ꎬ 实施

“六大提升” 行动ꎬ 精准对标、 细化量化、 夯

实基础ꎮ 在抓点带面上下功夫ꎬ 组织咸阳、 延

安、 榆林、 渭南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座

谈会ꎬ 户县、 凤县、 志丹县、 吴起县、 府谷县

县级提名城市测评反馈会以及全省文明城市

(县城) 创建工作座谈会ꎬ 重点解决存在问题ꎮ
在专项督查上下功夫ꎬ 做好网络常态化资料审

核工作同时ꎬ 委托社会第三方对全省 ４１ 个省级

文明城市、 文明县城进行暗访测评ꎮ 抽调 ６ 名

厅级领导带队ꎬ 组成检查组对 ５ 个省级文明城

市、 ２８ 个省级文明县城进行复查ꎬ 对 ５ 个提名

城市进行检查测评ꎮ
二是发挥文明创建常态化管理系统 “指挥

棒” 作用ꎮ 修订完善省级文明单位、 文明校

园、 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 «测评体系» (２０１６
年版)ꎬ 改进测评方法ꎬ 完善测评程序ꎬ 确保

公平公正ꎮ 召开半年创建工作考核通报会ꎬ 对

８６８ 家创建单位进行通报表扬ꎮ 赴各地举办 ２０
余场次培训会ꎬ 对 １０００ 多名分管负责同志及材

料员进行培训ꎮ 严格按照网络测评指标审核上

报材料近 １５ 万份ꎬ 加强日常管理、 常态管理ꎮ
印发 «关于对省级文明单位、 省级文明村进行

复查和推荐表彰新一届省级文明单位、 省级文

明村的通知»ꎬ 组织各地各行业做好复查和推

荐申报工作ꎮ
三是发挥文明家庭 “重要基点” 作用ꎮ 按

照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ꎬ 组织做

好全国文明家庭推荐申报工作ꎮ 呼秀珍、 全月

秋、 范秀莲、 卢效平、 曹凯、 曹建成、 贺俊

花、 王玉秀、 赵治国、 邱宏涛 １０ 户家庭被评为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ꎮ 开展省级文明家庭评选

工作ꎬ 印发 «陕西省文明家庭评选标准和管理

办法» 和 «关于推荐表彰首届陕西省文明家庭

的通知»ꎬ 严格按照规范程序ꎬ 评选表彰 ３０ 户

陕西省第一届文明家庭ꎮ
四、 聚焦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积极推

进文明社会风尚行动
一是大力推进公益广告宣传ꎮ 举办优秀广

告作品征集活动ꎬ 组织开展陕西省大学生公益

形象大使选拔大赛ꎬ 强化公益广告在文明城

市、 文明单位创建中的名片和符号作用ꎬ 在全

社会唱响公益声音ꎮ １２ 月ꎬ 召开 ２０１６ 年度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征集优秀作品和

制作刊播先进单位总结表彰会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列支 １２８ 万元表彰奖励公益广告评选

优秀作品及制作刊播先进单位ꎮ
二是有序推进文明旅游工作ꎮ 会同省旅游

局ꎬ 组织举办 “做文明游客ꎬ 为中国加分ꎬ 为

陕西点赞” ２０１６ 年文明旅游公益行动陕西站相

关活动ꎮ 组织开展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

记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系

列活动ꎬ 表彰奖励一批 “好导游” “好游客”ꎮ
起草制定 «陕西省省级文明旅游企业评选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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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 «陕西省省级文明旅游景区暂行标准»
«陕西省省级文明旅行社暂行标准» 等制度性

文件ꎬ 做好省级文明旅游景区、 文明旅行社、
文明旅游饭店创建活动筹备工作ꎮ

三是开展文明交通行动ꎮ 举办以 “社会协

同治理、 安全文明出行” 为主题的 “全国交通

安全日” 主题宣传活动ꎬ “文明出行　 美丽陕

西” 大型公益活动ꎬ 开展 “礼让斑马线” “不
文明交通行为随手拍” 等实践活动ꎬ 推动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从认知到践行ꎮ 深入开展 “陕西

好司机、 陕西好交警、 文明交通志愿者” 以及

文明交通示范单位、 社区、 学校、 村评选活

动ꎬ ６０ 多万人次通过网络、 微信投票积极参与

安全交通创建ꎬ 不断提高文明交通出行意识ꎮ
五、 聚焦奉献友爱互助进步ꎬ 推进志

愿服务工作制度化、 常态化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ꎮ 制定贯彻 «关于支持

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 «关于公共文化

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 的实施

方案ꎬ 加强顶层设计ꎬ 明确志愿服务组织发展

方向ꎬ 推进窗口单位、 旅游景区志愿服务常态

化ꎬ 广泛吸引志愿者参加文化志愿服务ꎬ 推动

志愿服务深入持续发展ꎮ
二是推荐评选志愿服务先进典型ꎮ 何卓

远、 刘扬、 辛举三人获全国最美志愿者称号ꎬ
两个项目获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ꎬ 两个组织

获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ꎬ 三个社区获全国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ꎮ 召开全省学雷锋志愿服

务座谈会ꎬ 表彰 ５０ 名省级最美志愿者ꎬ ２０ 个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ꎬ ３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ꎬ
２０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ꎬ ６０ 名最美青年志愿

者ꎬ ４０ 个最美青年志愿服务组织ꎬ 引导激励人

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ꎮ
三是加强调研培训工作ꎮ 组织开展志愿服

务制度化建设、 志愿服务嘉许激励机制调研活

动ꎬ 形成 «调研报告»ꎮ 举办两期志愿者培训

班ꎬ 培训 ４１２ 名志愿者ꎬ 争取 １００ 万元志愿服

务项目资金ꎬ 为 ４ 个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ꎮ
加强信息化建设ꎬ 全省 １４０ 多万名志愿者、 ２

万多个志愿服务项目、 １ 万多个团体在全国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ꎮ
六、 聚焦立德树人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是培养选树先进典型ꎮ 省文明办联合省

教育厅、 团省委、 省妇联印发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６
年度陕西省 “美德少年” 寻找推荐评选表彰活

动的通知»ꎬ 自下而上层层推荐ꎬ 评选 １０ 位

“美德少年”ꎬ 举办陕西省 “美德少年” 颁奖典

礼向社会发布ꎬ 号召全社会学习宣传弘扬美德

少年先进事迹ꎮ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 ３ 名美德少

年ꎬ 参加全国展示活动ꎮ 联合西安教育电视台

开展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活动ꎬ 镇安县张钊入选

全国 “２０１６ 最美孝心少年”ꎬ 潼关县李博恒入

选全国 “２０１６ 媒体特别关注孝心少年”ꎮ
二是加大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力度ꎮ 新建

６２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对 ５５７ 所已建项目进行

考核ꎬ 发放运转补助资金 １７８５ 万元、 修缮装备

补助资金 ９３０ 万元ꎮ 举办五期培训班ꎬ ６００ 余

名学校校长、 乡村学校少年宫辅导员、 网络管

理系统材料员参加培训ꎮ 完善乡村学校少年宫

测评体系ꎬ 通过网络系统加强管理ꎮ
三是开展主题实践活动ꎮ 组织开展全省青

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 少儿书信文化活

动ꎬ 出版优秀征文作品集 «传承中华文化　 共

筑精神家园»、 少儿书信作品集 «我的正能

量»ꎮ 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组织开展清明祭英烈等五项活动ꎬ 近 ５００ 万人

次的中小学生参与网上签名寄语、 网下主题实

践活动ꎮ 开展 ２０１６ 年优秀童谣征集评选表彰活

动ꎬ ７９ 首童谣获奖ꎮ
七、 聚焦发出陕西声音ꎬ 推动形成陕

西经验
一是不断加强文明网阵地建设ꎮ 着力网站

质量建设ꎬ 对陕西文明网进行改版ꎬ 全年制作

专题 ２０ 个ꎬ 发布稿件 ７６００ 多篇、 评论 ６０
余篇ꎮ

二是大力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ꎮ 建立以全

省精神文明建设战线基层同志为主体的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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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微信群”ꎬ 各市常委宣传部部长、 文明办

主任为主体的 “陕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群”ꎬ
进一步畅通了上下沟通渠道ꎮ 扩大文明陕西微

博、 微信公众平台宣传效能ꎬ 制作发布信息

１１００ 多条ꎬ 微信平台粉丝保持在 １８ 万以上ꎮ
三是借力媒体平台发出陕西声音ꎮ 人民日

报、 光明日报、 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以及省市媒体等ꎬ 对 “美丽乡村文明家

园” 建设、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 移风易俗、

全国文明家庭以及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创新发展

等工作进行大篇幅宣传报道ꎮ 加强同省内报

刊、 网站等媒体联系合作ꎬ 实现刊发、 转发稿

件经常化ꎮ 陕西新闻广播秦风热线推出访谈栏

目宣传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第一届全国

文明家庭等做法、 事迹ꎬ «陕西日报» 设置

“厚德陕西” 专栏ꎬ 陕西传媒网 “掌中陕西”
客户端设立 “文明陕西” 板块ꎬ 多平台讲 “陕
西故事”ꎬ 共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发展ꎮ

特色活动

宝鸡市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

倡导节俭办婚丧
建好红白理事会ꎮ 在治理机构上ꎬ 各村成

立理事会ꎬ 具体负责推动节俭办婚丧等事宜ꎮ
在人员组成上ꎬ 由村干部、 老党员、 退休老干

部和有威信的群众代表组成ꎬ 积极吸纳 “媒

婆”、 乡贤能人、 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力量ꎮ
在工作形式上ꎬ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通气会ꎬ 通

报情况ꎬ 总结经验ꎬ 凡辖区内村 (居) 民家中

有红白喜事ꎬ 理事会主动上门进行服务ꎮ
强化教育引导ꎮ 制作 “婚事丧事俭办”

“敬老孝亲” 承诺书ꎬ 倡导婚事新办、 丧事俭

办、 厚养薄葬、 勤俭节约、 文明理事的社会新

风尚ꎮ 依托道德讲堂、 广播室、 宣传队等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ꎬ 使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起

正确的婚丧事节俭理念ꎮ
营造舆论氛围ꎮ 在市级新闻媒体开设专

栏、 专题ꎬ 开播宝鸡文明频道ꎬ 开设 «西府道

德讲堂» «千古陈仓» 等自办节目和 «德育动

漫» «论语 ３００ 讲» 等 ８ 个传统文化、 人文类

节目ꎬ 在县 (区) 实现全覆盖ꎮ 同时充分利用

宝鸡文明网、 微博、 微信等途径ꎬ 宣传移风易

俗、 厉行节约对社会的积极意义ꎬ 倡导婚丧事

项简办ꎬ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ꎮ
示范带动引领ꎮ 坚持每年重点抓 ３ 个市级

示范县 ( 区)ꎬ 各县 ( 区) 抓 ３ 个 重 点 乡

(镇)ꎬ 每个乡 (镇) 重点抓 ３ 个红白理事会示

范村ꎬ 树立标杆ꎬ 总结经验ꎬ 做好示范ꎬ 引导

移风易俗工作深入开展ꎮ 注重发挥当地威望

高、 有经验、 能力强的党员、 干部、 教师、 道

德模范和乡贤人士的影响和带头作用ꎬ 为群众

树榜样、 作表率ꎮ 在这些人的带动下ꎬ 简办婚

丧嫁娶成为一种新潮流ꎮ 以前办一场丧事要 ７
天甚至 １５ 天ꎬ 现在一般都是 ３ 天ꎬ 既节省了财

力ꎬ 也节省了人力ꎮ
规范标准管理ꎮ 各县 (区) 红白理事会对

婚丧嫁娶制定严格的招待标准和要求ꎮ ８５％的

村红白理事会对红白喜事范畴、 办席标准、 规

模予以上限控制ꎬ 红事酒席标准为 ２８０ 元以下ꎬ
白事酒席标准为 ２３０ 元以下ꎬ 烟的标准为 １０ 元

以下ꎬ 迎亲车队不得超过 ６ 辆ꎬ 丧事乐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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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２６００ 元ꎮ

咸阳市建立 “流动红黑牌” 机制
咸阳市委、 市政府把严格督导、 讲评通报

作为推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ꎬ
建立 “流动红黑牌” 奖惩激励机制ꎮ

严格依据测评体系指标要求ꎬ 研究制定创

文工作任务分工ꎬ 将 １９ 项共性任务、 ６５８ 项专

项任务细化分解到全市 ７５ 个部门单位和 １３ 个

县市区ꎬ 每项创建工作任务都细化了责任单

位、 责任领导和完成时限ꎬ 人人肩上有担子ꎬ
个个身上有指标ꎬ 确保了时间明了、 任务明

确、 责任明晰ꎮ
咸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按

照 “突出重点、 分类实施” 的原则ꎬ 研究制定

«咸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考核通报办

法»ꎬ 确定了县市区、 “创文” 重点部门、 共性

单位和窗口行业四类考核主体ꎬ 实行 “每月一

考核一通报ꎬ 每季一讲评一排名ꎬ 年度结果总

考评”ꎬ 建立完善创文工作考核台账ꎬ 作为半

年和年底总结讲评ꎬ 颁发流动红黑牌的重要依

据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先后对承担创文重点任务的 １８
个市级部门、 １０００ 多个基层单位进行了排名通

报并在咸阳电视台、 咸阳日报、 咸阳文明网等

媒体公布ꎬ 对重视不够、 工作不力、 影响全市

大局的部门和单位ꎬ 区分情节轻重发放白、
黄、 红三色督办单限期整改ꎬ 对工作无起色、
整改不落实、 消极应付严重的单位ꎬ 由市纪

委、 市督查室、 市创建工作督导组对党政 “一
把手” 进行约谈ꎬ 共约谈 ８９ 人次ꎮ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依据每

月和每季度对各 “创文” 责任单位检查考核的

情况ꎬ 给每个单位打分排名ꎬ 年初和半年组织

召开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点评推进大

会ꎬ 由市主要领导通报创文工作ꎬ 共分优秀、
良好及一般、 较差单位 ３ 个等次ꎬ 给优秀单位

颁发流动红牌并实施重奖ꎬ 对较差单位责令

“一把手” 作大会表态并领取 “黑牌”ꎬ 对推进

不力、 影响全局的ꎬ 由市纪委对其 “一把手”

进行问责诫勉ꎬ 奖优罚劣ꎬ 鼓舞士气ꎬ 鞭策后

进ꎬ 压实责任ꎬ 先后给 ３０ 个创文优秀单位颁发

了红牌并实施 ５００ 万元的物质奖励ꎬ 给 １２ 个创

文较差单位颁发了黑牌ꎬ 形成铁腕创建的高压

态势ꎮ

汉中市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校园活动
制定印发 «关于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 “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激发德行力量”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校园活动的通知»ꎬ 小学以 “用
童话故事人物代言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征集选

取童话故事中 “敬业” “诚信” “友善” 等方

面的优秀代表和先进事迹ꎬ 引导小学生 “记住

要求”ꎮ 初中以 “用经典名句解读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ꎬ 利用宣传栏、 展示牌、 文化墙等阵地

悬挂张贴古圣先贤的经典语句ꎬ 通过主题班队

会、 辩论会等形式ꎬ 引导初中学生 “心有榜

样”ꎮ 高中以 “做最美文章诠释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组织开展征文、 演讲、 朗诵比赛、 交流

分享会等ꎬ 引导学生通过听、 读、 看、 作等多

种形式 “从我做起”ꎮ
按照 “环境育人” 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ꎬ

引导学生爱国、 爱家、 尊师长、 孝父母、 明礼

仪、 讲诚信、 晓善恶、 懂荣辱ꎮ 在小学ꎬ 制作

悬挂向日葵式的宣传牌ꎬ 摘录孙悟空、 匹诺曹

等童话人物的简要故事ꎬ 阐述核心价值观 “２４
字” 的基本含义ꎮ 在中学ꎬ 制作悬挂宣传仁、
义、 礼、 智、 信的中华传统经典名句的宣传

牌ꎬ 修建起以 “美丽中国” “魅力家乡” “传
统经典” “图说核心价值观” 等为主题的文

化墙ꎮ
小学阶段紧扣 “阐释”ꎮ 组织小学低年级

学生通过 “看故事” 的形式、 高年级学生通过

“讲故事” 的形式理解核心价值观ꎮ 初中阶段

紧扣 “践行”ꎮ 利用开学典礼、 国旗下讲话等

方式ꎬ 围绕清明、 端午等传统节日及儿童节、
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开展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 “网上祭英烈”、 优秀童谣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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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ꎬ 不断深化 “我的中国梦” 教育主题ꎮ
高中阶段紧扣 “思考”ꎮ 举办 “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 争当文明高中生” 系列主题活

动ꎬ 推荐学生相关书目ꎬ 督促有计划的阅读后

写出读后感ꎬ 并组织读书征文活动ꎬ 加深学生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ꎮ
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以 “身边人讲身边事ꎬ

身边人讲自己事ꎬ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为主要

内容ꎬ 按照 “唱一首道德歌曲、 诵一段中华经

典、 看一部道德短片、 讲一个道德故事、 作一

番道德点评、 开展一次互动活动” 的程序ꎬ 开

展道德讲堂活动ꎮ 投资 ３００ 万元在各县建成中

小学道德讲堂展播厅ꎬ 坚持周周有主题、 班班

有活动、 校校有特色ꎬ 把道德讲堂作为宣传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ꎮ

旬阳县开展 “说论亮帮” 道德评议活动
旬阳县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的生动实践

中ꎬ 立足问题导向ꎬ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ꎬ 大力

开展 “说论亮帮” 道德评议活动ꎬ 通过 “说—
论—亮—帮” 四步法ꎬ 发动群众进行自我教

育、 自我管理ꎮ
群众说事ꎬ 广开言路定话题ꎮ 在每季度一

次的道德评议前ꎬ 由德高望重的老党员、 老干

部、 道德模范等组成的道德评议委员会成员深

入院落、 农户走访了解、 座谈会商ꎬ 提出辖区

内在移风易俗、 助人为乐、 孝老爱亲、 诚实守

信等方面涌现出的好人好事ꎻ 摆出本村本组不

友善、 不诚信、 无孝道等不道德的突出问题ꎻ
指出需要解决的不良人情风、 盲目攀比风、 低

俗恶搞风、 打牌赌博风等歪风邪气ꎻ 梳理出在

推进脱贫攻坚等中心工作中需要集中评议的具

体问题ꎬ 形成评议主题ꎮ
集中论理ꎬ 道德评议大会由道德评议委员

会主持ꎬ 广泛吸纳群众参与ꎮ 评议会上ꎬ 被评

议对象先行陈述ꎬ 谈认识、 说想法ꎮ 道德评议

委员会反馈村民对其行为的看法和意见ꎬ 对正

面典型ꎬ 主要评论其先进事迹和所体现的道德

品质ꎬ 引导群众见贤思齐ꎻ 对后进典型和突出

问题ꎬ 通过论理释法、 说教劝导ꎬ 重点评论其

滋生问题的根源ꎬ 分析其危害性ꎬ 引导群众自

觉反省ꎮ 在集中论理、 自我检讨、 表态发言的

基础上ꎬ “乡贤们” 针对事实展开评议、 论理、
说教ꎮ 指出问题、 分析危害、 劝导反省ꎬ 并表

决确定为后进典型ꎮ
榜上亮德ꎬ 见贤思齐树典型ꎮ 对评议出群

众公认、 可学可鉴的先进典型ꎬ 通过 “善行义

举榜” 发榜公布ꎬ 纳入 “身边好人” “中国好

人” 等先进典型的推荐范围ꎻ 开办 “道德讲

堂”ꎬ 让身边人讲身边事ꎬ 以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ꎻ 利用网站、 电视等媒介宣传ꎬ 形成示范引

领效应ꎮ 对评议出不文明、 不道德的人和事ꎬ
在保护个人隐私、 保障个人合法权益、 不违反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ꎬ 予以曝光ꎬ 接受群众监督

和评判ꎻ 县电视台开办 “讲理说法” 栏目ꎬ 剖

析典型案例ꎬ 警醒教育群众ꎮ
劝教帮教ꎬ 润物无声促整改ꎮ 道德评议不

是一评了之ꎮ 对后进典型ꎬ 采取 “一人一案、
一事一策” 办法ꎬ 制定帮教方案ꎬ 落实责任

人ꎬ 通过谈心说教、 思想疏导、 解决困难等方

式ꎬ 多措并举ꎬ 帮助树立正确的做人做事准

则ꎻ 对于积极纠错、 改掉恶习的ꎬ 及时停止曝

光ꎻ 对纠错改正态度端正、 效果明显的ꎬ 给予

肯定和表扬ꎬ 巩固提升转化成果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旬阳县共开展道德评议 １５５４ 场

次ꎬ 评议出先进典型 ２１０５ 人次、 后进典型

１３７８ 人 (件) 次ꎬ 设立 “善行义举榜” 和

“曝光台” ３１６ 处ꎬ 帮教转化 １３１２ 人 (件)
次ꎻ 先后涌现中国好人 ２ 人、 陕西好人 ９ 名、
旬阳好人 ４０ 名、 “十大孝子” １０ 名、 美德少年

３６ 名ꎬ 好婆婆、 好媳妇、 最美家庭等 ３７ 名ꎮ

(陕西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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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突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ꎬ 着力

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务求实效ꎬ 在五大文明创建

上深化拓展ꎬ 通过创新工作理念、 搭建有效载

体、 开展主题活动、 加强督导检查、 强化舆论

宣传等举措ꎬ 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ꎬ 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呈现出上下齐抓、 城乡联动、 活力迸

发的良好发展态势ꎮ
一、 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ꎬ 坚持用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领全年

工作
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推动全省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

理ꎬ 切实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ꎬ 不断

增强政治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ꎮ 组织全

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战线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ꎬ 准确把

握精神文明建设地位作用、 根本任务、 方针原

则ꎬ 将中央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具体到工作、 落实到基层ꎮ 坚持用 “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大

力宣传甘肃省 “３３４１” 项目工程建设、 “１２３６”
扶贫攻坚行动和 “１＋１７” 精准扶贫方案的重大

成就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ꎬ 增强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ꎮ

二、 深入推动以 “德润陇原” 道德实

践活动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弘扬ꎬ 自觉遵守、 主动践行已成为核心价

值观建设的新常态
坚持把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ꎬ 持续巩固提升 “人知人

晓” “人信人守” 工程建设成效ꎮ 广泛运用各

种方式深入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要求ꎬ 引导城乡基层、 各行各业

自觉遵守、 主动践行ꎮ 不断加大 “讲文明　 树

新风” 和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公益广告在主

要新闻媒体和社会媒介的刊播力度ꎬ 全年各级

各类媒体共制作播出电视类公益广告 ２２ 万分

钟ꎬ 广播类公益广告 ２５ 万分钟ꎮ 研究制定

«甘肃省公益广告宣传管理实施办法»ꎬ 组织开

展甘肃省广播电视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

告制作宣传活动ꎬ 评选优秀广播及电视类公益

广告各 １０ 件ꎬ 入围作品各 １０ 件ꎬ 优秀组织管

理单位 １０ 家ꎬ 推动各地各部门持续深入开展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长效机制建设ꎬ
充分发挥公益广告在促进核心价值观建设上的

重要作用ꎮ 组织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ꎬ 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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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五届甘肃省道德模范 ３０ 名、 市级道德模范

３１４ 人、 县级道德模范 １７０ 名ꎮ 广泛开展 “身
边好人” 评选推荐活动ꎬ 评选出市级层面各类

好人 ５１４ 人、 县级层面各类好人 １３１５ 人ꎬ ３６０
名由市州推荐的基层好人入选 “甘肃好人榜”ꎬ
其中 ２７ 人进入 “中国好人榜”ꎮ 深入开展 “为
道德模范送温暖” 活动ꎬ 配合中央文明办慰问

全国道德模范冷木ꎬ 协调推进各地以走访慰

问、 座谈联欢、 团拜观影的形式ꎬ 在春节期间

集中走访慰问道德模范ꎬ 使关心关爱道德模范

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ꎮ 组织实施

礼遇道德模范活动ꎬ 邀请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参加重大节庆活动ꎬ 引导人们尊重、 学习、 争

当道德模范ꎬ 在全社会树立起好人好报、 德者有

得的价值导向ꎮ 承办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
甘肃专场巡演ꎬ 在兰州市、 嘉峪关市连续举办 ４
场示范演出ꎻ 组织甘肃省 “道德模范走进道德

讲堂” 基层巡讲ꎬ 深入全省 ８ 个市州巡讲 １０ 场ꎻ
制作拍摄 ３０ 部反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微纪录电

影ꎻ 省文明委领导同志在兰接见 “道德模范走

进道德讲堂” 基层巡讲团成员ꎬ 有力推动全省

形成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良好社会风尚ꎮ
三、 有效拓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ꎬ 持续激发五大文明

创建的基层基础活力
扎实开展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五大创建活动ꎮ 先后

召开全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ꎬ 举办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骨干培训班ꎬ 启动第十

三批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评选工作ꎬ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度全省文明程度指

数测评、 第十三批省级各类文明单位抽查验收

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大督查ꎬ 对 ３９ 个县市

区公共环境、 公共秩序、 公共关系、 精神文明

建设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集中考评ꎬ 总结推

广 “科学创建、 对标创建、 精准创建” 的经

验ꎬ 全面提升文明创建整体工作水平ꎮ 围绕美

丽乡村建设ꎬ 大力推进 “八个一” 农村精神文

明示范工程建设ꎬ 累计评选各类 “星级文明

户” ４２ 万多户ꎬ 发放 “道德信贷” 资金 ６０ 亿

元ꎬ 农村社会风气明显好转ꎬ 农村环境治理取

得初步成效ꎬ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有效改

善ꎬ 文明村镇创建与扶贫攻坚联系更为紧密ꎬ
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持续向善向好ꎮ
持续加大文明单位动态管理力度ꎬ 以窗口服务

行业精神文明创建为重点ꎬ 采取暗访、 约谈、
复核等方式ꎬ 对部分全国及省级文明单位开展

重点督查ꎬ 推动行业单位把核心价值观融入体

现到各种服务守则、 行为准则、 规章制度、 行

业规范中ꎬ 坚守职业道德ꎬ 提升服务水平ꎬ 树

立行业新风ꎮ 对各级文明单位实行动态管理ꎬ
加强测评考核ꎬ 列出负面清单ꎬ 完善淘汰机

制ꎬ 促进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常态发展ꎮ 组织开

展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推荐评选活动ꎬ ７ 户全

国文明家庭受到中央文明委表彰ꎮ 拍摄制作了

以甘肃省全国文明家庭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公益

广告和专题片ꎬ 在全省各类广播电视媒体和社

会媒介进行循环滚动播出ꎬ 切实发挥良好家风

家训对社会文明风尚的示范引领作用ꎮ 启动文

明校园创建工作ꎬ 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制定

出台 «甘肃省文明校园建设管理办法» 和 «甘
肃省高等学校 “文明校园” 评选细则» «甘肃

省中小学校 “文明校园” 评选细则» 等ꎬ 实现

对全省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的统一规范和集中

管理ꎮ
四、 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立德树人、 德育为先已成为构筑青少年健

康成长环境的目标指向
依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金种子” 工

程ꎬ 甘肃省文明办利用重要时间节点ꎬ 先后组

织开展了 “网上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

年”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 “学长征精

神做红色传人” 五项未成年人 “我的中国

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近 １０ 万名未成年人

参加了网上祭英烈活动ꎬ ３０ 多万名青少年实地

接受红色教育ꎬ ３ 名 “陇原美德少年”、 １３ 名

“最美孝心少年” 参加了全国 “学习和争做美

德少年” 事迹宣传ꎬ １０ 套地方节目入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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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网络展播ꎬ 这些都有力

推动了核心价值观进课堂、 进教材、 进头脑ꎮ
协调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８８５ 万元ꎬ 新建

乡村学校少年宫 ５９ 所ꎮ 组织举办 ２０１６ 年度甘

肃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骨干人员培训班暨 ２０１６ 年

项目启动仪式ꎬ 深入开展对已建成 ４５３ 所乡村

学校少年宫项目学校的考核评价ꎬ 评选出全省

优秀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２ 所、 优秀辅导员 １００
名ꎮ 充分发挥学校、 社会、 家庭 “三结合” 教

育网络的阵地、 平台和基础作用ꎬ 会同教育行

政部门组织开展第四批中小学校德育示范校创

建评选活动ꎬ 评选命名省级 “德育示范校”
２００ 所ꎬ 在未成年人中培育美的理想、 美的情

操、 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ꎮ 集中开展优秀童谣

征集评选活动ꎬ 平凉市泾川县 «三个好伙伴»
童谣荣获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作品优秀奖ꎮ 持

续推动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常态化机制化ꎬ
督促各地把专项整治与常态化管理相结合ꎬ 加

大校园周边环境治理ꎬ 净化荧屏声频和网络环

境ꎬ 定期清理少儿出版市场ꎬ 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ꎮ
五、 深化拓展 “做文明有礼甘肃人”

主题实践活动ꎬ 见贤思齐、 遵德守礼的文

明理念深入人心、 蔚然成风
深入开展文明旅游、 文明礼仪、 文明餐

桌、 文明交通四大行动ꎮ 配合中央文明办、 国

家旅游局在会宁举办 “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

色记忆”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

系列活动闭幕仪式ꎬ 进一步将红色文化与核心

价值观深度融合ꎬ 以红色旅游促进文明旅游ꎮ
联合省旅发委举行中国旅游日 “为中国加分、
为甘肃添彩” 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暨文明旅游宣

传百日活动ꎬ 积极传播文明旅游理念ꎬ 普及文

明旅游知识ꎬ 甘肃出境游游客文明素质明显改

善ꎮ 继续组织开展争当 “文明礼仪示范员”

“文明礼仪示范岗” 等文明礼仪宣传普及活动ꎬ
教育引导群众重礼仪、 懂礼貌、 讲公德、 守秩

序ꎮ 指导推动各地继续以文明用餐、 节俭惜福

为主题ꎬ 抓好文明餐桌理念传播、 消费引导、
社会监督ꎬ 深入开展文明餐桌行动ꎬ 组织餐饮

行业设置文明餐桌提示牌ꎬ 开展剩饭剩菜打包

服务ꎮ 持续深化文明交通行动ꎬ 参与举办 ２０１６
年 “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活动ꎬ 在机场、 车

站、 街道路口等交通枢纽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

动ꎬ 评选命名 “陇原最美驾驶员” “雷锋车队”
“文明爱心车队” 等先进模范群体ꎬ 推动文明

交通行动常态化ꎮ
六、 加快推进精神文明制度化建设步

伐ꎬ 巩固提升诚信 “红黑榜” “情暖陇原”
志愿服务等甘肃精神文明特色品牌的知名

度和传播力
持续推进 «甘肃省志愿服务条例» 地方立

法进程ꎮ 充分发挥各级文明委、 文明办的牵头

抓总作用和志愿服务联合会的社团优势ꎬ 组织

各地各部门和志愿服务组织ꎬ 深入开展以 “三
关爱” “四进社区” 为主题的 “学雷锋志愿者

服务月” 活动和以帮困解难、 清洁环境、 双联

扶贫等为重点的 “凡人善举情暖陇原” 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ꎬ 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赞誉和

一致好评ꎮ 集中推荐 ４０ 名先进典型入围参评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ꎬ
有力弘扬了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

愿精神ꎮ 着力构建弘扬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诚信

环境ꎬ 推动建立完善 «甘肃省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实施方案»ꎬ 持续深化全省诚信建设ꎬ 指导推

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全年共发布 “红黑榜” １６
次ꎬ 公开褒扬 “红名单” 企业 ８４４ 家ꎬ 联合惩

戒 “黑名单” 企业 ２６９ 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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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甘肃省文明办以 “八个一” 项目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甘肃省文明办坚持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主题ꎬ 大力整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品

牌资源ꎬ 形成了以文明村镇、 五星级文明户、
道德信贷工程、 文化广场、 道德讲堂、 乡村学

校少年宫、 孝道红黑榜、 农村志愿服务队为主

要内容的 “八个一”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模

式ꎬ 为打造乡风文明美、 人居环境美、 文化生

活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探索出了一条高效可行

的新路子ꎮ
针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面临的诸多

难题ꎬ 甘肃省文明办坚持从体制机制入手ꎬ 明

确 “八个一” 建设就是用一盘棋、 一体化的工

作思路打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体ꎮ 在年

初召开的省文明委会上ꎬ 把 “八个一” 建设写

入全年工作要点之中ꎬ 以路线图、 任务书、 时

间表的方式ꎬ 把 “八个一” 建设的目标任务、
工作内容细化分解到基层市州和省直部门ꎮ 同

时通过组织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和文明委成员单

位年度述职的方式ꎬ 强化对各地各部门推进

“八个一” 建设的督导考评ꎬ 确保中央和省部

署的农村精神文明重点工作任务落实见效ꎮ
在具体推进中ꎬ 省文明办从内容、 品牌、

载体三个方面入手ꎬ 对 “八个一” 项目组成重

新定位、 归纳整合ꎬ 突出文明村镇创建 “一个

工作中心”ꎬ 用 «文明村镇测评细则» 规范

“八个一” 建设的工作内容和标准ꎬ 持续强化

文明村镇创建对 “八个一” 创评的 “推进器”

作用ꎮ 巩固五星级文明户、 道德信贷工程

“两个特色品牌”ꎮ 通过深入挖掘 “五颗星”
的价值内涵ꎬ 充分发挥 “信贷工程” 在拓宽

文明户覆盖面、 提升文明村镇影响力上的独

特作用ꎮ 聚焦道德讲堂、 文化广场、 乡村学

校少年宫、 孝道红黑榜、 农村志愿服务队

“五个活动载体”ꎮ 先后组织开展了乡村道德

讲堂示范观摩活动、 扶贫济困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 文化广场 “我们的节日” 民俗文化

活动、 乡村学校少年宫 “我的中国梦” 主题

教育活动、 孝道红黑榜、 身边好人榜集中展

示活动ꎬ 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群众改变乡村落

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ꎮ
一年来ꎬ 先后为全省 １０２３ 个县级以上文明

乡镇、 ５１２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配齐了道德讲堂

主持人、 少年宫辅导员和农村志愿服务工作

者ꎬ 并推评各类 “星级文明户” ４２ 万多户ꎬ 发

放 “道德贷款” ６０ 亿元ꎬ 奏响了新常态下甘肃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合唱ꎮ

兰州市文明 “头条号”
引领网络文明传播新风尚

文明 “头条号” 是以个性化信息推荐为主

打功能的新闻资讯客户端ꎬ 用搜索引擎的方式

传播文明理念、 引领文明风尚ꎮ 兰州市文明办

不断加强对互联网及新媒体宣传工作的探索和

研究ꎬ 结合当前网络文明传播工作的新方向ꎬ
借助兰州文明网县区联盟站的资讯优势ꎬ 率先

在文明办系统中开通文明 “头条号” 传播矩阵

群ꎬ 开辟了网络文明传播的新时代ꎬ 加大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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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宣传力度ꎬ 助推正能量信息广泛传播ꎬ 让

文明创建工作深入人心ꎮ
文明 “头条号” 充分利用在全国拥有 ５ 亿

用户的移动互联网新闻资讯媒体 “今日头条”ꎬ
相继开通了 “文明城市” 系列政务 “头条号”ꎬ
建立了以兰州市文明办为发布厅的头条传播矩

阵群ꎬ 标志着兰州市文明办在探索新媒体宣传

工作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ꎮ 用户只需要进入

“今日头条” 客户端ꎬ 点击 “订阅”ꎬ 在订阅栏

目下搜索 “兰州市文明办” 并关注ꎬ 即可在矩

阵群里关注 “文明城关” “文明七里河” “文
明安宁” 等各县区创建工作的开展情况ꎬ 第一

时间阅知市、 县区两级文明办发布的最新资讯

信息ꎬ 引领传播文明的新风尚ꎮ
文明 “头条号” 开通一年来ꎬ 受到广大兰

州市民和网友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ꎬ 通过文

明兰州 “头条号” 的应用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 文明城市等方面信

息的传播量成爆炸式增长ꎮ 全市各县区 “今日

头条” 客户端及微信公众平台日平均发布信息

达 ３００ 条ꎬ 全年累计发布 ２６８０ 篇核心价值观稿

件ꎬ 点击量超过 ３００ 万人次ꎻ 客户端及公众平

台关注人数已突破 １０ 万多人ꎻ 已开设 “我们

的节日” “文明兰州你我他” “文明城市人人参

与” 等微头条ꎬ 累计发布相关信息 ３０００ 余条ꎬ
话题阅读量突破 ３０ 万人次ꎮ 特别是兰州文明办

文明 “头条号” 传播矩阵群持续跟进兰州市皋

兰县九合镇兰沟村姐弟俩烧伤事件后续发展ꎬ
制作专题网页ꎬ 开展专题报道ꎬ 集中向社会报

道孩子的救治过程和社会爱心捐助情况ꎬ 并及

时开展网评网议活动ꎬ 累计募集爱心捐款达到

１１ 万元ꎬ 以微善之行、 绵薄之力ꎬ 构筑起文明

兰州的人间大爱ꎮ

嘉峪关市倾情打造 “３６５”
志愿服务品牌

２０１６ 年ꎬ 嘉峪关市文明办以社区志愿服务

为主阵地ꎬ 探索开展了 “３６５” 志愿服务ꎮ 着

力打通政府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

里”ꎬ 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建起理性沟通、 温情

服务的桥梁ꎬ 为群众提供了便捷高效的 ３６５ 天

“一站式” 服务ꎮ
在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的爱心接力中ꎬ 嘉

峪关 “３６５” 志愿服务坚持打好五张牌ꎮ 服务

群众主打 “３６５ 延时志愿服务”ꎮ 按照居民所

需、 群众所求ꎬ 社区图书室、 书画室、 舞蹈

室、 健身室、 青少年第二课堂、 绿色网吧、 乒

乓球室、 棋牌室等文化活动室在保证日常服务

的基础上ꎬ ３６５ 天延长服务时间ꎬ 每日开放至

晚 １０ 点ꎬ 周六、 周日、 节假日正常开放ꎮ 同时

日常工作中实行了延时服务制度和为民代办制

度ꎬ 确保了居民在任何时候都找得到人、 办得

成事ꎮ 社会治理主打 “ ３６５ 网格互助志愿服

务”ꎮ 社区网格志愿者按照居民需求ꎬ 定期不

定期对服务对象进行走访ꎬ 为下岗失业职工、
残疾人、 老年人、 儿童、 特殊困难家庭等弱势

群体ꎬ 提供家政联络、 技能培训、 健康检查、
课业辅导、 信息咨询等不同形式的志愿服务ꎮ
通过开展无缝隙管理ꎬ 零距离服务ꎬ 为居民提

供 ３６５ 天优质、 快速、 便捷的志愿服务ꎮ 便民

利民主打 “３６５ 贴心窗口服务”ꎮ 社区依托便民

服务大厅设立了就业服务、 咨询代办、 救助服

务等 １０ 个岗位ꎬ 通过推行 “一双手”: 双手接

待办事者资料ꎻ “二站立”: 站立接待和送别办

事者ꎻ “三有声”: 来时有迎声、 询问有答声、
离开有送声ꎻ “四个一”: 一张笑脸、 一个座

位、 一杯茶水、 一个答复ꎻ “五一样”: 咨询办

理一样热情、 生人熟人一样和气、 干部群众一

样尊重、 忙时闲时一样耐心、 来早来晚一样接

待的 “１２３４５” 工作法ꎮ 通过一门式办公、 一

站式办理ꎬ 积极打造 １５ 分钟便民服务圈ꎬ 确保

“贴心窗口服务” ３６５ 天不间断ꎮ 文化惠民主打

“３６５ 文化志愿服务”ꎮ 以社区艺术团为依托ꎬ
以节假日为时序ꎬ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 春有家庭才艺展示、 夏有广场纳凉晚会、
秋有趣味运动会、 冬有家庭刺绣比赛ꎬ 让居民

３６５ 天ꎬ 天天都有新生活ꎮ 网络文明主打 “３６５
动态宣传”ꎮ 着眼丰富社区居民业余生活、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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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社区居民文明素质ꎬ 先后开通了社区微信、
居民手机报、 社区广播站ꎬ 用微宣传进行微教

育ꎬ 通过 ３６５ 天时时播报时政动态、 惠民政策、
便民服务、 好人好事等内容信息ꎬ 不断延伸宣

传教育平台传播志愿理念的信息触角ꎬ 把志愿

服务的理念意识从街道社区传播到千家万户ꎮ

天水市创新道德模范宣传方式
２０１６ 年ꎬ 天水市创新道德模范宣传方式ꎬ

启动 “天水市道德模范系列微电影工程”ꎬ 创

作拍摄反映道德模范感人事迹的微电影 «爱
不释手»ꎬ 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ꎮ

«爱不释手» 是根据天水市第五届道德

模范、 秦州区西关街道居民朱召梅二十年如一

日ꎬ 精心照料前夫杨宝玉的感人事迹改编摄制

的微电影作品ꎮ 影片用艺术的形式、 逼真的画

面、 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看似平凡ꎬ 却感人

至深的故事ꎬ 展现了道德模范高尚情操ꎬ 传递

了人间大爱ꎬ 诠释出 “有爱的地方才有家” 的

主题ꎮ 在首映仪式上ꎬ 这部影片受到部门领

导、 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各界代表的一致好评ꎬ
称赞 «爱不释手» 是一部本土原创ꎬ 真实感

人、 制作精良的好作品ꎬ 值得点赞ꎮ
微电影 «爱不释手» 首映后ꎬ 在天水市

各网站和国内腾讯网等新媒体正式上线ꎬ 使朱

召梅的故事走进千家万户ꎬ 在更多的观众中产

生强烈共鸣ꎬ 点播收视量已超过 ２０ 万人次ꎬ
«爱不释手» 一时间成为微信朋友圈的热门

话题ꎬ 许多网民流着热泪观看影片ꎬ 纷纷留下

发自内心的观后感言: “朱召梅的故事体现出

一种人间大爱ꎬ 饱含满满的正能量ꎮ” “一个平

凡的女人ꎬ 平凡的家庭ꎬ 有金子般的心灵ꎬ 善

良的美德要永远传承ꎬ 凡人善举值得社会尊敬

推崇ꎮ” 一位网民在留言中写道ꎬ “朱召梅ꎬ 我

们身边一位邻家大姐ꎬ 可亲可敬的感人形象ꎬ
她和一家人所做的一切ꎬ 使我们感受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如此真切实在ꎬ 如此鲜活

生动ꎮ”
运用道德模范系列微电影的传播方式ꎬ 使

学习宣传道德模范不再单调ꎮ 通过艺术创作、
借助新兴媒体、 讲述道德故事ꎬ 道德模范更加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ꎬ 接地气、 通人心ꎬ 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ꎮ 不少网民在

观影后寄语有关部门、 主创单位和演职人员ꎬ
希望能把 “道德模范系列微电影工程” 做好做

大ꎬ 多生产一些像 «爱不释手» 这样具有强

大道德感召力的精品力作ꎮ 按照 “微电影工

程” 拍摄计划ꎬ 天水市还将筹拍以道德模范张

金霞和她的团队 “爱心捐助 １６ 年ꎬ 为贫困孩

子点亮心灯” 事迹为原型的第二部 “道德模范

系列微电影工程” 作品 «温暖霞光»ꎬ 为关心

关注道德模范的社会人士带来又一次的惊喜和

感动ꎬ 激励人们见贤思齐、 积善成德ꎬ 凝聚起

强大的社会正能量ꎬ 共同建设崇德向善、 文化

厚重、 和谐宜居的现代文明城市ꎮ

庆阳市正宁县着力搭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新平台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甘肃省正宁县组织开展了以

未成年人 “跳蚤市场” 为代表的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主题实践活动ꎬ 着力搭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新平台ꎬ 引导广大未成年人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提高他们

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ꎮ
未成年人 “跳蚤市场” 主题实践活动旨在

通过组织未成年人将自己平时放在家里久未使

用的文具、 已看过的书籍、 闲置的小玩具、 小

饰品ꎬ 还有自己精心制作的小手工ꎬ 自己的书

法作品、 绘画作品等等ꎬ 拿到固定的场所———
“跳蚤市场” 进行买卖交易ꎮ 开展未成年人

“跳蚤市场” 活动ꎬ 使闲置的物品 “动” 起来ꎬ
将废弃物品循环利用起来ꎬ 是对未成年人进行

环保教育ꎬ 培养文明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一个很

好的方式ꎬ 能够将未成年人在学校受到的教育

和生活实践有机统一起来ꎬ 培养 “知行合一”
的 “文明小使者”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 日ꎬ 由正宁县文明办发起的

“倡导低碳生活传递爱心真情” 首届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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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跳蚤市场” 在正宁县人民广场成功举办ꎮ
孩子们在老师的组织下ꎬ 拿出自己闲置物品ꎬ
三五成群地在自己的 “摊位” 前使出浑身解数

当起了 “小老板”ꎬ 叫卖声、 讨价还价声此起

彼伏ꎮ 为了让自己的 “小买卖” 能吸引更多顾

客ꎬ 有的小朋友在 “店铺” 前打出了个性十足

的创意招牌ꎬ 有的小朋友设计了别具特色的可

爱价签张贴在商品显眼处ꎬ 有的小朋友推出打

折、 抽奖等五花八门的创意销售形式ꎬ 热闹的

活动现场吸引了众多群众ꎮ
活动自启动以来ꎬ 按照自愿参与、 体验为

主的原则ꎬ 已连续举办 ４ 届ꎬ 社会反响良好ꎬ
深受广大家长和未成年人的喜爱与欢迎ꎬ 实现

了学校教育与素质养成的整合实践ꎬ 成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平台ꎮ 未成年人在实

践中开阔了视野ꎬ 在劳动中体验了快乐ꎬ 在锻

炼中提高了能力ꎬ 发现创造价值的乐趣ꎬ 培养

勤俭节约的习惯ꎬ 形成了合作交流、 诚实守信

的良好品质ꎬ 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友谊ꎮ

(甘肃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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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概况综述

一、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ꎬ 制定印发 «青海省 ２０１６ 年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ꎬ 把核心价

值观列入各级党委中心组和党员干部学习教育

的重要内容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 “六进” 活动

(进机关、 进村镇、 进社区、 进学校、 进企业、
进寺庙)ꎬ 把 “三个倡导” 融入各行各业ꎬ 融

入大众生活ꎬ 在全社会进一步兴起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ꎮ 制发 «青海省关

于做好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公益广告刊载传

播的通知»ꎬ 组织指导各地各部门运用报纸刊

物、 户外广告、 广播电视、 互联网、 微博微信

和手机短信等各种形式宣传阐释核心价值观ꎬ
各地纷纷打造核心价值观主题广场、 主题街巷

和文化墙ꎬ 利用春联、 灯笼、 皮影、 排灯、 剪

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主题宣传ꎬ 全年

刊播以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公益广告 ２０ 万

余幅ꎮ 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问

答ꎬ 与中央文明办组织全国第五届道德模范故

事汇青海巡演活动ꎬ 组织青海省曲艺工作者创

作以道德模范先进事迹为原型的曲艺作品集ꎮ
加强诚信建设ꎬ 制定印发 «青海省关于推进诚

信建设制度化工作实施意见»ꎬ 组织开展青海

省首届 “信用与社会责任示范单位” “优秀企

业家” 评选活动ꎬ 组织开展全省文明诚信私营

企业、 文明诚信个体户表彰活动ꎬ 编写 «信用

知识手册»ꎮ
二、 持续推进 “文明青海” 建设活动
坚持常态化开展和长效化建设ꎬ 把推进

“文明青海” 建设作为 “十三五” 时期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重要载体ꎮ 以 “做文明公民ꎬ 建

文明青海” 为主题ꎬ 在全省广泛开展公共文明

引导活动ꎬ 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

程度ꎮ 深化 “文明青海” 十项活动和文明旅

游、 文明交通、 文明餐桌、 网络文明四大工

程ꎮ 加强与各有关部门协同联动ꎬ 组织开展

“最美交警” “最美司机” “最美国税人” “最
美公务员” 评选表彰活动ꎻ 以 “畅行青海ꎬ 美

在交通” 为主题ꎬ 把文明创建融入交通行业发

展和服务群众之中ꎬ 倡导和传播文明交通理

念ꎬ 为群众出行提供便捷优质服务ꎻ 召开省文

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ꎬ 推动创建文明景区和公

民文明旅游ꎮ 召开 “文明青海” 建设推进会ꎬ
全面总结 “十二五” 时期 “文明青海” 建设工

作ꎬ 就深入推进 “文明青海” 建设作出部署ꎮ
认真做好省文明委成员单位 ２０１６ 年度精神文明

建设 １０ 件实事项目落实工作ꎬ 文明委成员单位

落实资金 ４７ ６ 亿元ꎬ 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 农

４７０１



青海省

牧区电影放映、 儿童营养餐发放、 花斑裸鲤苗

种放流、 旅游厕所建设、 包虫病患者免费治疗

等实事项目ꎮ 落实中央文明委 «推进志愿服务

制度化的意见»ꎬ 利用 “ ３ ５” 学雷锋日、
“９２０” 公民道德宣传日、 “１２５” 国际志愿

者日开展主题宣传与实践活动ꎬ 开展 “践行雷

锋精神从我做起” 大型志愿服务活动ꎬ 引导广

大志愿者、 志愿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时代

精神、 具有地方特色的学雷锋志愿主题活动ꎮ
组织开展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服务项目、
服务社区、 服务先进个人 “四个 １００” 推荐评

选活动ꎬ 涌现出一大批志愿服务先进群体和

个人ꎮ
三、 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
立足创建为民、 创建靠民、 创建惠民ꎬ 扎

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文明创建活动ꎬ 持续推

动文明城市、 文明行业、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 文明校园、 文明家庭六大创建ꎬ 深化巩固

创建成果ꎮ 省文明委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

彰大会ꎬ 命名表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３ 个省级

文明城区、 ５５ 个文明村镇、 １９０ 个文明单位标

兵、 ５４４ 个文明单位、 ９ 个文明行业ꎬ 推动西宁

市、 格尔木市、 互助县、 门源县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ꎬ 年初省文明委召开西宁等地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协调部署会ꎬ 西宁市等四个地区相

继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ꎬ 统一思

想认识、 明确目标职责、 认领工作任务、 完善

工作机制ꎬ 各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稳步推

进ꎮ 认真贯彻中央文明办调研组来青调研时的

有关要求ꎬ 印发 «关于成立省级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督导组的通知» «关于开展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测评的通知»ꎬ 成立省级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协调督导组ꎬ 开展省市同创文明城践行

活动ꎬ 组成测评组实地检查验收西宁市、 格尔

木市、 互助县、 门源县创城工作ꎬ 并向各地反

馈测评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ꎮ 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深化文明家庭创建部署ꎬ 深入推进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ꎬ 召开全省农牧区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现场交流会ꎬ 交流

经验、 选树典型、 推动创建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

底ꎬ 全省共创建 ５ ８ 万余户 “五星级文明户”ꎮ
认真开展全国文明家庭遴选推荐工作ꎬ 张桂兰

等 ５ 户家庭荣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ꎬ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ꎮ 强化文明村镇创

建ꎬ 贯彻落实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召开的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精神ꎬ 加强农牧区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ꎬ 召开 “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ꎬ 推进农牧区精

神文明建设落地见效ꎮ 树典型、 出经验ꎬ 抓好

尖扎县、 祁连县全国重点打造的 １００ 个美丽乡

村示范县创建工作ꎬ 举办第六届 “欢乐乡村”
巡回演出活动 ２６ 场ꎮ 加强文明校园建设ꎬ 会同

省教育厅印发 «青海省中小学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实施方案» 及 «测评细则 (试行) »ꎬ 扎实

做好中小学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ꎮ
四、 不断提升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水平
把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弘扬社会正

能量、 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的重要举措ꎬ 组织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和关爱活

动ꎮ 隆重表彰第二届 “最美青海人”ꎬ 广泛开

展学习最美人物、 弘扬最美精神宣传活动ꎬ 编

辑 «第二届 “最美青海人” 风采录»ꎮ 开展

“我评议、 我推荐身边好人” 活动ꎬ 指导各地

各部门积极选树、 宣传、 褒奖凡人善举和身边

好人ꎬ 在乡镇、 街道、 社区等基层单位推广建

立善行义举榜ꎬ “身边好人” 队伍不断壮大ꎬ
２０１６ 年向中央文明办推荐 “中国好人” 候选人

２４０ 人ꎮ 做好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
基层巡演走进青海有关工作ꎬ 先后在海东市、
西宁市演出 ３ 场ꎬ 党政机关干部、 高校师生、
部队官兵等近 ３０００ 余人次观看了演出ꎮ 为第四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陶恩德同志募集

烧伤治疗善款 １２０ 余万元ꎬ 协调首都文明办联

系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为陶恩德植皮

整容ꎬ 并专程到北京看望慰问和协调有关事

宜ꎮ 组织全省 ２４ 名道德模范赴四川成都学习考

察ꎬ 利用春节、 “五一” 劳动节、 “十一” 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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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慰问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ꎬ 为他们送上党和

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ꎬ 在全社会进一

步营造了崇德向善、 奋发向上、 见贤思齐的浓

厚氛围ꎮ
五、 着力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
制定印发 «青海省中小学校文明校园创建

实施方案及测评细则»ꎬ 成立由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 省文明办及各市 (州) 委教育工

委、 教育局、 文明办组成的全省创建中小学文

明校园工作领导小组ꎮ 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ꎬ 开展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教育活动ꎬ 举办

“青海高原好少年” “青海雷锋好少年” 表彰活

动ꎬ 组织开展 “童心向党” 文艺表演、 中华经

典诵读、 “小手拉大手、 同做文明人” 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ꎮ 深化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

实践活动ꎬ 健全完善中小学生守则ꎬ 推广校歌

校训校徽创作普及ꎬ 引导未成年人从小养成良

好的道德品质ꎮ 广泛开展优秀童谣征集创作活

动ꎬ 青海省推荐的童谣 «怀念红小鬼»ꎬ 获全

国优秀童谣一等奖ꎮ 加强未成年人环境保护教

育ꎬ 与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举办环保儿童电影

展ꎮ 积极开展文明校园、 绿色校园创建ꎬ 把未

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ꎬ 落实科技、 文化、 体育场馆向未成年人免

费开放ꎮ 切实做好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２０１６
年争取新建项目 １５ 所、 建设运转资金 ７４５ 万

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 全省已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１４４ 所 (含 ４ 所省建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累计投

入资金 ５０００ 余万元ꎮ 制定印发了 «青海省

“十三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规划实施

方案» 和 «青海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实施办法»ꎮ 积极争取省财

政厅大力支持ꎬ “十三五” 期间省级财政计划

安排专项资金自建 １６０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意

向ꎮ 在西宁市大通县举办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

现场观摩和培训会议ꎬ 对 ８０ 余名新建项目学校

校长和辅导员进行业务培训ꎬ 提升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管理质量水平ꎮ

特色活动

省交通运输行业打造省级文明行业
青海省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

持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加强领导、 健全机

制、 抓好示范、 整体推进、 创新理念、 打造品

牌” 的工作思路ꎬ 以 “两完善四提升” 为主要

任务ꎬ 全面提升交通行业软实力ꎬ 将交通运输

行业打造成为 “省级文明行业”ꎮ
在全行业积极开展以 “三个倡导” 为基本

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提出培育践行

“八项行动” 和具体措施ꎬ 开展 “核心价值观

宣传月” “道德模范在身边” “践行核心价值、
开展公益活动” 等主题宣传实践活动ꎮ 组织开

展 “中国好人” “最美养路工” “感动交通年

度人物” “最美青海人” “最美青工” 等先进

典型推荐评选和学习宣传活动ꎬ 在全行业形成

传承传统美德、 弘扬先进精神、 培养先进典型

的浓厚氛围ꎮ
持续推进交通行业文化建设 “５８５０” 工程

(即行业文化建设领域创建 ５ 个品牌单位、 ８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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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单位、 ５０ 个优秀单位)ꎬ 努力培育交通文

化品牌ꎮ 打造特色文化ꎬ 省高管局 “爱高速、
展风采”、 海西公路总段 “奉献在柴达木”、 格

尔木公路总段 “情系昆仑、 奉献交通” 等系列

主题文化活动努力展示行业文化特色ꎮ 弘扬廉

政文化ꎬ 制定 «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廉政文化建

设活动实施意见»ꎮ 培育生态文化ꎬ 建设绿色

交通示范工程ꎬ 提高绿色交通治理水平ꎬ 广泛

宣传绿色交通理念ꎬ 推广节能低碳、 生态环保

技术ꎬ 把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理念贯穿到规

划、 建设、 养护、 运输和行业管理的各个环

节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全行业累计命名文化建设

品牌单位 ７ 个、 示范单位 １６ 个、 优秀单位 ６０
个ꎬ １８ 个单位分别荣获全国交通运输文化建设

品牌单位、 卓越单位、 优秀单位称号ꎮ
全行业坚持不懈地打造精神文明创建精品

工程ꎬ 省高管局着力打造 “道德文明示范路”
“青海高速雷锋班组” 服务品牌ꎻ 省运管局在

玉树灾后重建中ꎬ 开展 “千里文明运输保障

线” 创建活动ꎻ 省路政执法总队开展 “阳光路

政” 创建活动ꎻ 省建管局、 省公路建设总公

司、 省交投公司、 省铁投公司相继开展 “五比

一创” 等劳动竞赛活动ꎻ 省交通质监局开展

“阳光质监” 创建活动ꎮ 目前ꎬ 全行业 １２ 个单

位荣获 “全国文明单位”ꎬ ５０ 个单位荣获 “省
级文明单位 (含标兵) ”ꎬ ２０ 个单位被交通运

输部命名为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 和

“文明示范窗口”ꎬ ３１２ 个厅级文明示范窗口单

位创建工作得到巩固和提升ꎮ
重点抓好 “一区两站三车” 服务工作ꎬ 在

高速公路服务区大力推行 “五最” 目标服务

法ꎬ 高速服务区成为展现 “大美青海” 的一张

“新名片”ꎻ 省收费处、 省高管局开展 “星级收

费员评比”ꎻ 西宁汽车站积极打造 “青藏高原

第一站”ꎻ 省内出租车公司、 公交企业、 客运

站广泛开展 “青年文明的士” “文明服务标兵

示范车” “党员示范车队” 和 “关爱生命、 文

明出行” 等活动ꎮ

青海省扎实推进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

２０１６ 年ꎬ 青海省以创建 “五星级文明户”
为抓手深化家庭文明建设ꎬ 科学部署、 扎实推

进ꎬ 取得明显成效ꎮ
高度重视ꎬ 加大组织推动ꎮ 省委办公厅印

发 «关于在全省深入开展 “五星级文明户” 创

建工作的意见» «关于归并整合家庭文明创建

评选活动　 打造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品牌的

通知» 等文件ꎬ 明确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的

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目标任务、 方法步骤、
具体程序等ꎮ 全省各地结合实际ꎬ 制定创建工

作实施方案、 责任分工方案、 考核评分标准等

相关规定办法ꎬ 将创建任务分解细化为具体措

施ꎬ 明确责任单位、 责任人和落实时限ꎮ 把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ꎬ
作为 “一把手工程” 紧抓不放ꎮ

深入宣传ꎬ 让群众知晓明白ꎮ 从省到县层

层部署动员ꎬ 讲清意义ꎬ 安排任务ꎬ 提出要

求ꎬ 签订目标责任书ꎬ 增强创建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ꎮ 利用报纸、 宣传栏、 ＬＥＤ 显示屏、
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等宣传解读 “五星级

文明户” 创建工作ꎬ 营造浓厚社会氛围ꎮ 编印

«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读本»ꎬ 为创建活

动提供基本指导ꎮ 各地通过宣传条幅、 快板、
歌曲等形式ꎬ 打通宣传工作的 “最后一公里”ꎬ
确保创建工作家喻户晓ꎮ 基层领导干部与村

“两委” 班子面对面为群众解惑释疑ꎬ 引导群

众积极参与ꎮ
结合实际ꎬ 增强创建针对性ꎮ 在标准方

面ꎬ 坚持因地制宜ꎬ 注意区分农业区和牧业

区、 偏远村和县郊村、 汉族村和少数民族村、
相对富裕村和贫困村等类型ꎬ 分类细化 “五

星” 标准ꎬ 使标准科学形象直观、 创评工作简

单易行ꎮ 把僧 (尼) 舍按户纳入创建工作ꎬ 单

独制定 “五星” 标准ꎬ 特别突出爱国向善、 遵

纪守法有关内容ꎬ 确保创建工作全覆盖ꎮ 在步骤

方面ꎬ 坚持稳扎稳打、 有序推进ꎮ 在程序方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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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家庭自评申报、 村 (社区) 评审定星、
乡 (镇、 街道) 监督指导、 县 (市、 区) 授星

挂牌的程序进行ꎮ
多方支持ꎬ 加强工作保障ꎮ 各地人力财力

向创建工作倾斜ꎬ 制定专人负责创建ꎬ 拨付专

款保障创建ꎮ 部分县制定农民信用贷款优惠政

策ꎬ 由农村商业银行为 “五星级文明户” 提供

３ 万—１００ 万元信用额度和无息或低息贷款支

持创业ꎮ 有的县制定奖励办法ꎬ 对 “五星级文

明户” 标兵户给予一定物质奖励ꎬ 为其赠送党

报党刊ꎬ 并在危房改造、 就业培训、 子女入学

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和倾斜ꎮ

西宁市实施 “清洁西宁” 品牌建设行动
西宁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ꎬ 着力

突出 “创城为民、 创城惠民、 创建靠民” 理

念ꎬ 不断创新创建方式、 强化创建措施ꎬ 大力

实施 “清洁西宁” 品牌建设行动ꎬ 改善城市面

貌和人居环境ꎬ 创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ꎮ
建立道路清扫清洗作业机制ꎮ 加大主干道

作业密度和力度ꎬ 逐步探索在支路小巷开展机

扫工作ꎮ 降低市区扬尘和污染ꎬ 提高洗扫比

例ꎬ 合理安排洒水 (喷雾) 降尘作业ꎮ 对全市

６０ 条主次干道每周进行夜间清洗ꎬ 城市保洁实

现由 “扫” 到 “洗” 的深层次变革ꎬ 保洁效果

实现由 “干净” 向 “清洁” 的转型升级ꎮ
提升公厕和垃圾中转站服务保障能力ꎮ 升

级改造 ２０ 座城市公厕ꎬ 新建 ２０ 座旅游公厕ꎬ 完

成 １３０ 个公厕导向牌的设置ꎬ 陆续建设一批硬件

设施好、 如厕环境美、 管理服务优的 “星级公

厕”ꎮ 改 (新) 建 ２０ 座垃圾中转站ꎬ 安装新型

垃圾压缩设备ꎬ 提高压缩运转效率和环保水平ꎮ
严格规范管理建筑工地及渣土清运ꎮ 建立

了渣土运输管理夜巡机制ꎬ 落实专人对 ＧＰＳ 监

控平台进行实时监控ꎬ 重点检查车辆上路冲

洗、 适量装载、 密闭运输等环节ꎬ 对运输车辆

动态监管ꎬ 对违规行驶、 超高装载、 沿途遗撒

等违规营运的运输车辆实行严管重罚ꎮ
加大老旧楼院整体环境治理ꎮ 积极争取落

实省级专项补助资金ꎬ 与棚户区综合整治改造

项目结合ꎬ 对全市 ２４０ 个重点老旧楼院的违章

搭建、 垃圾死角进行集中整治ꎮ 引导具备条件

的老旧楼院实施市场化物业管理ꎬ 自治机构比

较健全的实行业主自治管理ꎬ 暂不具备条件的

由街道办事处、 社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托管ꎬ
确保老旧楼院有人管ꎬ 有人治ꎮ

实施市政设施及城市街景整治工程ꎮ 以改

善道路环境、 提升服务为目标ꎬ 对昆仑大道等

２５ 条道路的交通标志标牌、 １６８ 套停车场标识

牌集中整治ꎮ 着力改善城市面貌ꎬ 实施了老旧

楼面粉饰、 破损路面更换、 护栏修复、 苗木补

植补栽、 草花布置和街景整治ꎮ 出台了 «西宁

市河道 “河长制” 管理考核办法 (试行) »ꎬ
切实落实 “河长制” 责任ꎬ 加强湟水河流域

(市区段) 河道水面、 两岸绿地、 人行走廊及

桥下区域的环境卫生保洁ꎮ
利用航拍巡查高效治理城市环境卫生ꎮ 利

用无人机对西宁市区及周边 ２００ 平方公里的区

域进行航拍巡查ꎬ 重点拍摄河道、 沟渠、 建筑

工地、 家属楼院楼顶、 背街小巷、 “城中村”、
城乡接合部、 公路和铁路沿线的市容环境卫生

状况ꎬ 并确定垃圾死角的区域位置ꎮ 建立了

“航拍巡查” 长效机制ꎬ 每季度进行一次航拍

巡查ꎬ 发现问题后及时将信息反馈市城管部

门ꎬ 由市城管部门督导整治ꎮ

海北藏族自治州以 “八个一”
深化 “美德乡村” 创建

海北州开展以 “八个一” 为主要内容的

“美德乡村” 创建活动ꎬ 着力改善环境面貌ꎬ 繁

荣乡村文化ꎬ 纠治不良风气ꎬ 培育文明乡风ꎮ
建好一个宣传阵地ꎬ 把握正确导向ꎮ 各县

以老党员、 老干部、 老模范、 宗教界人士代表、
致富能手等为主体ꎬ 广泛组建 “三老人员” “德
瓦尕宝” “红袈裟” 等 “百姓宣讲队”ꎬ 通过百

姓讲、 讲百姓、 百姓听的方式ꎬ 广泛在群众中开

展政策法律宣讲和思想道德教育活动ꎬ 宣传好、
阐释好党和政府的声音ꎬ 培育好、 引导好村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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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ꎬ 把握基层思想宣传的主动权ꎮ 在城镇街道和

村庄主干道制作宣传栏、 灯箱广告、 文化墙ꎬ 广

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 传统文化

和本土先进人物事迹ꎮ
选树一批先进典型ꎬ 培育良好风尚ꎮ 把

村、 社区 “善行义举榜” 全覆盖作为 ２０１６ 年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硬任务ꎬ 深化 “我推

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ꎮ 州文明委结合节

庆活动评选表彰好婆婆、 好儿媳、 好女婿ꎬ 开

展全州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ꎬ 选树群众可亲

可敬可学可做的身边先进典型ꎮ
评选一批文明家庭ꎬ 涵养良好家风ꎮ 高起

点谋划推进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ꎬ 掀起

新一轮家庭文明创建的热潮ꎬ “爱党爱国、 诚

信守法、 勤劳奉献、 团结风尚、 卫生整洁” 成

为各族干部群众家庭文明创建的共同价值追求

和行为准则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州农牧区共评出 “五
星级文明示范户” ３８４６ 户ꎬ 占农牧区常住户

的 ６％ꎮ
活跃一村文化生活ꎬ 丰富精神家园ꎮ 发掘

民族民间优秀文化资源ꎬ 培养剪纸、 逗曲、 社

火、 眉户戏、 马术表演、 回族宴席曲等非遗传

承人 １３０ 人ꎬ 扶持组建民间文艺团队 １６７ 个ꎬ
形成 “乡有文化重点村、 村有业余表演队” 的

格局ꎮ 结合节庆活动ꎬ 组织开展社火、 花灯、
歌舞表演以及农牧民运动会、 赛马会、 篮球比

赛等群众喜闻乐见、 参与度高的文体活动ꎮ 创

作拍摄 «改陋习做文明藏城人» «别让高额彩

礼绊倒美好婚姻» «告别不文明行为ꎬ 建设美

丽新门源» 等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和电视宣传

片ꎬ 起到寓教于乐、 寓教于文的作用ꎮ
改善一方环境卫生ꎬ 建设美丽家园ꎮ ２０１６

年继续在 １６ 个村实施 “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

项目ꎬ 在全州深入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

动ꎬ 拆除残垣断壁ꎬ 清理垃圾死角ꎬ 疏浚沟、
渠、 河道ꎬ 有效整治脏乱差问题ꎬ 实现村庄环

境的 “新、 亮、 美、 绿、 净、 畅”ꎮ 加大农牧

民群众的环境卫生教育ꎬ 通过在游牧民定居小

区配备生活指导员和发展农 (牧) 家乐、 家庭

宾馆等方式ꎬ 大力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生活

习惯ꎮ
培养一批新型农牧民ꎬ 提高综合素质ꎮ 积

极整合各类培训教育资源ꎬ 广泛开展实用科

技、 劳动技能、 文化艺术、 法律法规、 卫生健

康等方面的培训ꎬ 努力提高农牧民群众的科学

文化素质ꎬ 为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提供人才

保障ꎮ
制定一套自律制度ꎬ 强化自我管理ꎮ 重视

“村规民约” 的规范、 约束和引导作用ꎬ 进一

步研究完善村风民俗、 公民道德、 移风易俗等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ꎬ 尤其对不文明行为

和不良风气制定相应的约束性规定ꎮ 在 “五老

人员” 宣讲队、 村民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等自

律组织的基础上ꎬ 成立 “五星级文明户” 评委

会ꎬ 形成有效监督ꎬ 维护公序良俗ꎮ
维护一方和谐稳定ꎬ 净化社会环境ꎮ 健全

基层治保、 调解、 禁毒等组织机构ꎬ 完善网格

化管理服务机制ꎮ 在全省率先建立覆盖 ２１４ 个

行政村的村警机制ꎬ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法制

化、 社会化、 精细化、 信息化的方向迈进ꎮ 全

州 “平安县” “平安乡镇” “平安村” 创建达

标率全部达到 １００％ꎬ 乡镇、 社区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达标率为 １００％ꎬ 村达标率为 ９７ ７％ꎮ

(青海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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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宁夏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文明

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

校园 “五大创建” 活动ꎬ 推动移风易俗ꎬ 进一

步提升了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为建

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宁夏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

德滋养ꎬ 实现了 “十三五” 良好开局ꎮ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

传ꎬ 印发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 ‹公益广告促进

和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ꎬ 组织举办 ２０１６ 年

公益广告大赛ꎬ 在新闻媒体和社会媒介持续刊

播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公益广告ꎬ 扩大覆盖

面和影响力ꎮ 加强核心价值观宣传阵地建设ꎬ
建设一批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 主题广场等ꎻ
开设 “不到长城非好汉” 宁夏精神网络专题宣

传网页、 征集并展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电

影ꎬ 利用 “两微一端” 开展 “道德模范网上

行”、 网络公益活动等ꎬ 吸引网民广泛参与ꎬ
扩大核心价值观宣传网上影响力ꎮ 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活动ꎬ 以争做 “文明有礼的

宁夏人” 为重点ꎬ 以道德建设、 文明创建、 学

雷锋志愿服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为途

径ꎬ 引导干部群众深化核心价值观实践养成ꎻ
以 “珍爱生命文明出行” 为主题ꎬ 推进文明

交通行动ꎬ 加大 “车窗抛物” 等现象治理ꎻ 深

入实施 «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方案»ꎬ 深化

“文明餐桌” 行动ꎬ 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生

活方式ꎮ 深入推进文明旅游工作ꎬ 召开文明旅

游工作联席会议ꎬ 举办宁夏导游大赛、 旅游饭

店技能大赛ꎻ 组织开展 “美丽宁夏文明旅

游” 进景区进社区系列宣传活动ꎬ 表彰 “百家

文明旅游先进单位” 和一批文明导游ꎬ 展示宁

夏文明旅游良好形象ꎮ 结合贯彻自治区党委十

一届八次全会精神ꎬ 印发 «关于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服务美丽宁夏建设的实施意见»ꎬ 强化工

作措施ꎬ 推动形成以美丽心灵建设美丽宁夏的

生动局面ꎮ 组织开展核心价值观建设专题调

研ꎬ 围绕 “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

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等课题ꎬ 以调研成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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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践ꎬ 推动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ꎮ
二、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有效
持续开展思想道德宣传教育ꎬ 在广大城乡

广泛设立善行义举 “四德榜”ꎬ 深入推进 “道
德讲堂” 建设ꎬ 评选表彰 “５０ 佳道德讲堂”ꎻ
举办第五届宁夏公民道德论坛ꎬ 表彰一批全区

学雷锋活动示范岗和岗位学雷锋标兵ꎬ 引导人

们追求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ꎮ 进一

步深化道德实践活动ꎬ 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推荐选树活动ꎬ 持续做好 “中国

好人榜” 好人推选工作ꎬ １２ 人入选年度 “中国

好人榜”ꎻ 指导吴忠市承办 “中国好人榜三月

入选名单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会”ꎬ 扩大道德建设工作在全国的影

响力ꎻ 组织第二届自治区 “百孝之星”、 第十

一届 “感动宁夏人物” 推荐评选活动ꎬ 做好全

区 “最美人物” 发布工作ꎬ 打造市、 县 (区)
“最美” 评选活动品牌ꎻ 组织开展 “道德模范

在身边” 学习宣传活动ꎬ 推介一批反映正能量

的微视频和微电影ꎬ 石嘴山市以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周淑琴为原型ꎬ 开拍 «槐秋» 数字电影

故事片ꎮ 各地做好关爱道德模范工作ꎬ 通过走

访慰问和日常帮扶等ꎬ 帮助道德模范解决困难

和实际问题ꎬ 树立好人好报价值导向ꎮ 推进诚

信建设制度化ꎬ 印发 «关于建立守信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的通知»ꎬ 利用 “３１５” 消费

者权益日、 “诚信兴商宣传月” “全国质量月”
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深化诚信美德宣传教育ꎻ 会

同自治区高级法院等建立健全失信 “黑名单”
发布制度ꎬ 营造不敢失信、 不能失信和守信光

荣的社会环境ꎮ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围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ꎬ 组织开展

“清明祭英烈” “学习雷锋、 争做美德少年”、
童谣征集评选、 “童心向党” 歌咏、 中华经典

诵读和向国旗敬礼等活动ꎻ 推进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ꎬ 全年新建项目 １２ 所ꎬ 举办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推进会暨培训班ꎻ 组织心理健康专家

深入学校、 社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巡讲 ２０ 场ꎬ
创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ꎮ

三、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

发展
深入推进城乡 “五大创建” 活动ꎬ 打造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品牌ꎮ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ꎬ
指导银川市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ꎬ
指导石嘴山市、 吴忠市和永宁县、 灵武市做好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ꎬ 指导固原市、 同心县

创建自治区文明城市ꎬ 引导各级文明城市做核

心价值观建设的排头兵ꎮ 深化文明单位 (文明

行业) 创建ꎬ 在自治区农垦系统和非公有制企

业中开展文明创建活动ꎬ 扩展创建覆盖面ꎻ 做

好第十七批自治区文明单位评选和到届重新申

报单位的复查工作ꎻ 围绕脱贫攻坚ꎬ 深化文明

单位与贫困村结对共建ꎬ 会同自治区农办、 扶

贫办印发 «关于组织自治区以上文明单位与贫

困村深入开展 “结对帮扶、 文明共建” 活动的

实施意见»ꎬ 以自治区文明单位为重点ꎬ 以城

带乡、 结对共建ꎬ 助力精准扶贫ꎻ 指导住建系

统、 水利系统积极创建自治区文明行业ꎮ 进一

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主题ꎬ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ꎬ 贯彻落实全国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和 “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ꎬ 在盐池县

召开全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ꎬ 推动

移风易俗ꎬ 树立乡风文明ꎻ 深化 “星级文明

户” “民风建设示范户” 等评选ꎬ 促进乡风民

风建设ꎮ 推进家庭文明建设ꎬ 按照 “三个注

重” 要求ꎬ 在全区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 暨传

扬好家风好家训活动ꎬ 会同自治区纪委开展

“廉洁齐家好故事” 征集活动ꎻ 组织开展第一

届全国文明家庭推荐评选工作ꎬ 全区有 ５ 个家

庭被评选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ꎬ 以好家风支

撑起好的社会风气ꎮ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ꎬ 以创

建文明班级、 文明宿舍和校园文化建设为重

点ꎬ 立德树人ꎬ 把学校建设成为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ꎮ
四、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
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ꎬ 依托文明城市创建

和发展各类公益组织ꎬ 进一步发展壮大全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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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组织ꎻ 印发 «关于推进重点示范村农村

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ꎬ 指导 ２５ 个示范村以关

爱留守老人、 妇女儿童为重点ꎬ 在开展农村志

愿服务中起示范引领作用ꎮ 召开自治区志愿服

务协调小组第四次会议ꎬ 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化

运作、 专业化支撑、 信息化管理ꎬ 推动活动有

效开展ꎮ 贯彻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会议精

神ꎬ 深化城乡社区 “邻里守望” 志愿服务ꎬ 推

广普及社区 “微心愿” 活动ꎬ 探索 “新闻媒

体＋公益” 创新形态ꎬ 打造了 “鲜花朵朵送雷

锋”、 银川市 “全民公益日” “快乐雷锋工

程———雷锋饺子计划” 等活动品牌ꎬ 提升志愿

服务的影响力ꎮ 开展重大节会志愿服务ꎬ 表彰

２０１６ 年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优秀志愿者ꎬ 组织做

好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和自治区

志愿服务 “四个十佳” 推荐评选工作ꎬ 举办第

二届宁夏志愿服务交流会暨学雷锋志愿服务现

场推进会、 第三届宁夏志愿服务项目大赛ꎬ 集

中交流和展示全区志愿服务成果ꎬ 扎实推进学

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ꎮ
五、 城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ꎬ 以春节、 元

宵、 清明、 端午、 七夕、 中秋、 重阳等传统节

日和开斋节、 古尔邦节等民族节日为重点ꎬ 结

合 “文化进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 “清凉文

化广场” 等ꎬ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

动ꎬ 展示传统节日的独特文化魅力ꎮ 结合实施

６０６ 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１００ 个农民文化大

院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ꎬ 在社区和农村推进

“结对子、 种文化” 等活动ꎬ 推进农村电影放

映、 数字农家书屋等项目ꎬ 巩固发展农村广播

电视 “村村响” “户户通” 成果ꎮ 深入开展全

民阅读、 全民健身等活动ꎬ 持续推进文化科技

卫生 “三下乡” 和科教文体法律卫生 “四进社

区” 活动ꎬ 发展健康向上的基层群众文化ꎮ 印

发 «关于推荐评选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示

范项目的通知»ꎬ 组织开展示范项目评选ꎬ 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ꎬ 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ꎮ
六、 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和信息工作实

现新突破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ꎬ 加强网络精神文明

建设ꎬ 举办全区网络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会和信息

员培训班ꎬ 推进各地文明网站和文明微信平台的

发展ꎮ 实施宁夏文明网改版升级ꎬ 深化网络评论

工作ꎬ 推进 “文明宁夏” 微信公众平台建设ꎬ 开

展 “我和爸爸的一张合影” “我的家风家训” 微

信征集、 宁夏 “中国好人” 微信投票、 “抵制高

价彩礼　 弘扬文明新风” 等系列活动ꎬ 提升微信

粉丝量和阅读量ꎮ 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信息工作的意见»ꎬ 健全完善激励和考核机

制ꎬ 进一步规范信息报送内容ꎮ

特色活动

开展 “美丽宁夏文明旅游” 系列宣传活动
在全区开展以 “倡导文明旅游理念、 提高

游客文明素质ꎬ 营造文明旅游环境ꎬ 促进美丽

宁夏建设” 为主题的 “美丽宁夏 　 文明旅游”
主题宣传活动ꎮ 采取文艺演出、 文明旅游知识

竞答、 媒体宣传等形式ꎬ 进景区、 进社区ꎬ 举

办主题宣传演出近 ２０ 场ꎬ 自治区主要媒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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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宣传广告 ２８００ 多条次ꎬ 通过新媒体平台和

活动现场等直接参与 “文明旅游百题竞答” 活

动近 ５ 万人次ꎮ
自治区文明办把文明旅游宣传与培育文明

风尚结合起来ꎬ 开展五个方面的活动: 集中在

５Ａ 级景区沙坡头举行 “美丽宁夏文明旅游”
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ꎬ 表彰了 ２０１５ 年文明旅

游先进单位、 宁夏好导游ꎻ 由宁夏广播电视台

主持人、 专业演员、 景区工作人员等组成宣传

团队ꎬ 开展进景区巡演活动ꎬ 以舞蹈、 歌曲、
相声、 快板等形式ꎬ 面向景区和游客ꎬ 加强文

明旅游宣传ꎻ 开展文明旅游宣传进社区ꎬ 在各

市选择人口密集的社区ꎬ 以文艺演出、 文明旅

游知识竞答等方式ꎬ 面向社区居民进行文明旅

游宣传ꎻ 运用微信平台ꎬ 组织 “文明旅游百题

有奖竞答”ꎬ 在 “宁夏发布” “文明宁夏” “宁
夏旅游” “宁夏新闻广播” 微信公众号ꎬ 发布

文明旅游百题ꎬ 组织网友上网点击答题ꎻ 通过

电视、 广播媒体和社会媒介做好文明旅游宣传

工作ꎮ
以 “文化大篷车” 形式ꎬ 行程 ６０００ 多公

里ꎬ 走进中华回乡文化园、 水洞沟、 银川黄河

军事文化博览园、 镇北堡西部影城、 六盘山红

军长征纪念馆和银川市玉皇阁社区广场等广泛

进行宣传ꎬ 为广大游客和市民喜闻乐见ꎮ 相声

«美丽宁夏任我行»、 快板 «文明旅游宁夏人»、
独唱 «美丽神奇的地方»、 歌舞 «盛世欢歌»
等ꎬ 突出艺术性和观赏性ꎬ 展示了宁夏新景新

歌ꎬ 吸引了近万名游客观看ꎬ 并纷纷主动在文

明旅游条幅和签名墙上签名ꎬ 承诺以身作则ꎬ
遵守文明旅游公约ꎮ

“文明旅游百日百题” 有奖竞答活动ꎬ 宁

夏新闻广播、 宁夏旅游、 文明宁夏等微信平

台ꎬ 每天推出一道与文明旅游相关的竞答题ꎬ
涵盖行前、 出入境、 交通、 住宿、 游览、 购

物、 安全等各环节常识ꎬ 参与者通过答题赢取

奖品ꎬ 吸引参与者 ４ 万多人次ꎬ 使文明旅游成

为网友互动交流的话题ꎮ

银川市 “全民公益日” 行动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文明城市银川市将每月 ２０

日ꎬ 定为全市全民公益日ꎬ 组织全市各单位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行动ꎮ 推动了志愿服务

制度化、 常态化ꎮ 据网上统计数据显示ꎬ 目前

全市网上实名注册志愿者达 ２３ ５ 万人、 服务团

队 ９７７ 个ꎬ 组织活动 ４ １ 万次ꎮ
实践中ꎬ 逐步形成 “１＋Ｎ” 运行模式ꎬ 即

每月 “１” 个主题ꎬ 按照实际需求ꎬ 开展 “Ｎ”
项活动ꎬ 使志愿服务更接地气、 更受欢迎ꎮ

在市志愿服务中心建立 “网站、 微信和手

机 ＡＰＰ 考勤” 三个智能终端ꎬ 推动实名注册、
志愿者管理、 项目发布、 项目对接、 工时核

计、 积分兑换、 信息交流等实现网络化、 智能

化ꎬ 通过网站实时掌握全市志愿服务动态ꎬ 实

现统一管理、 集中培训、 动态考核、 智能化运

作ꎮ 志愿者可通过登录个人账号ꎬ 实时记录和

查看每次服务活动的数据信息ꎻ 管理员可实时

检测各单位开展活动情况ꎮ
市文明办实施考核通报制度ꎬ 全面推行

志愿服务积分制ꎬ 在网上设置积分兑换商城ꎬ
在三个城市区 １９４ 个社区普遍建立志愿服务

积分、 嘉许、 回馈、 激励机制ꎬ 积分可兑换

相应物品或旅游门票ꎮ 采取以奖代补ꎬ 把社

区志愿服务考核分为 Ａ、 Ｂ、 Ｃ、 Ｄ 四个类型ꎬ
分等次给予奖惩ꎮ

开展 “全民公益日” 活动以来ꎬ 全市打

造 “一米阳光” “志愿一公里　 服务一小时”
“小红帽” “跑腿代办” “爱心储蓄银行” “星
级志愿者” 评选、 “志愿服务道德积分制” 等

社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ꎻ 积极推进社会组织

参与志愿服务ꎬ 涌现出 “银川雷锋车队” “永
宁蓝丝带家政服务” “贺兰县天天向上爱心课

业公益辅导” 等社会化公益项目ꎮ 同时ꎬ 采

取 ９７ 个市直部门和县 (区) 机关单位与 １９４
个社区结对帮扶的方法ꎬ 组织干部深入结对

社区开展环境卫生清洁、 公共设施维护等志

愿服务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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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富荣社区

打造 “四个一” 示范社区
２０１６ 年ꎬ 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富荣社区以

一院、 一廊、 一楼、 一袋为主要载体ꎬ 结合全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深耕厚植在小区院落ꎬ 引导居民内化于

心、 外化于行ꎮ
一院: 依托小区内的红柱子、 文明议事

亭、 快乐阅读亭等阵地ꎬ 以制作对联的形式ꎬ
引导居民从我做起ꎬ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ꎮ
开展 “创文明城、 做文明人” 健康知识讲座、
“创建文明城市、 共绘美好家园” 绘画比赛、
“同叙邻里情、 共谱文明曲” 趣味运动会等活

动ꎬ 提升辖区居民 “创城知晓率、 支持率、 参

与率和满意率”ꎮ 把文明议事亭作为社区道德

讲堂的延伸阵地ꎬ 组织 “最美胜利人” 讲述孝

老爱亲、 邻里互助、 教育子女有方等事迹ꎻ 组

织退休老教师自办乐器培训班ꎬ 为辖区 １６ 名贫

困儿童免费教学ꎬ 培养青少年情趣爱好ꎻ 开办

４ 点半学校ꎬ 为辖区 １２ 名学生免费辅导功课ꎮ
一廊: 制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十

四孝” 学习教育长廊ꎬ 通过绘画图解的形式ꎬ
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十四孝” 等具

体内容ꎬ 宣传中华传统文化ꎬ 让居民群众入

眼、 入脑、 入心ꎮ
一楼: 打造 “文明苑、 和谐苑、 清风苑、

计生苑” 等主题院落文化ꎬ 在 ４６ 个单元门口ꎬ
宣传孝老爱亲、 邻里互助、 廉政教育、 优生优

育等知识ꎮ 在楼道内制作楼宇文化相片墙等ꎬ
以图文并茂形式ꎬ 宣传核心价值观、 计划生

育、 廉政教育、 孝亲敬老、 文明礼仪、 低碳环

保ꎬ 强化楼道宣传氛围ꎮ
一袋: 在所有社区的每个楼栋单元一楼ꎬ

悬挂社区志愿者自己制作的政策宣传袋ꎬ 宣传

环保低碳好做法ꎬ 放置各类惠民政策、 计生药

具等ꎬ 细化社区服务ꎬ 成为居民学习党的政

策、 了解时事动态、 掌握生活常识、 感悟美德

言行的重要窗口ꎮ
富荣社区核心价值观主题大院的打造ꎬ 成

为社区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ꎮ 现在ꎬ 居民出

行主动问候、 邻里相互关爱的人多了ꎬ 随地吐

痰、 乱扔垃圾、 说不文明语言的人少了ꎮ 居民

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ꎬ 把孝敬长辈、 关心家

人等延伸至爱岗敬业、 尽职尽责、 关爱他人和

奉献社会ꎬ 实现了 “由里到外” 的转变ꎮ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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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大力开展公民道德

建设工作ꎬ 在全社会树立正风正气ꎻ 全面启动

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评选活动ꎬ 不

断打造优美环境、 优良秩序、 优质服务ꎻ 持续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乡村学校少年

宫、 民族团结好少年评选等工作扎实有序推

进ꎬ 为推进社会稳定、 长治久安总目标提供了

精神动力、 道德支撑和强大正能量ꎮ
一、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作
１ 开展自治区第十五个 “公民道德建设

月” 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是自治区第十五个 “公
民道德建设月”ꎮ 按照自治区党委的要求ꎬ 将

活动主题确定为 “加强民族团结、 助力脱贫攻

坚”ꎬ 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公民

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ꎮ ３ 月 １ 日ꎬ 召开视讯会

议ꎬ 对全区第十五个 “公民道德建设月” 进行

安排部署ꎮ 各地州市、 自治区各厅局围绕活动

主题ꎬ 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ꎬ
收到以月促年的效果ꎮ 举办公民道德建设座谈

会ꎬ 邀请专家就如何深化公民道德建设月活

动ꎬ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培育

现代文明新疆人进行座谈ꎬ 献言献策ꎮ
２ 组织开展 “道德模范走基层” 宣讲活

动ꎮ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１５ 日ꎬ 组织肉孜买买提巴

克、 热汗古丽依米尔、 周丽娜等 ６ 名全国和

自治区道德模范ꎬ 分两组赴和田、 喀什、 克州

南疆三地州 １０ 县市的 ２１ 个行政村ꎬ 开展 “道
德模范走基层” 宣讲活动ꎬ １ ６ 万余名农民群

众现场面对面聆听了道德模范的宣讲ꎬ 并与道

德模范进行了互动交流ꎮ 两个组共开展了 ２１ 场

宣讲ꎬ 场场爆满ꎬ 气氛活跃ꎬ 在当地引起较大

反响ꎬ 这次道德模范赴南疆的 “微宣讲” 活

动ꎬ 积累了 “用身边事教育引导身边人” 的宣

讲工作经验ꎮ
３ 启动 “大美新疆大爱故事” 讲故事大

赛活动ꎮ 结合文明办工作实际ꎬ ３ 月 ３０ 日在全

疆启动 “大美新疆大爱故事” 讲故事大赛活

动ꎬ 挖掘出一批新疆各族人民在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中涌现出的 “新故事”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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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大美新疆大爱新疆” 讲

故事大赛决赛ꎮ
４ 指导新疆文明网开展 ２０１６ 年 “我推荐、

我评议最美新疆人” 网上活动ꎮ 评选 ２９７ 名各

类 “最美新疆人”ꎬ 在网上传播了正能量ꎬ 树

立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人的新

形象ꎮ
５ 自治区文明委下发 «自治区道德模范荣

誉称号管理暂行办法»ꎮ 加强对道德模范荣誉

称号的管理ꎬ 使道德模范立得住、 叫得响、 传

得开ꎬ 始终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

新疆精神的标兵ꎬ 在全社会发挥榜样引领

作用ꎮ
６ 参加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推荐评选活

动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 «关于做好第一届全国文

明家庭推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要求ꎬ 会同

自治区妇联等单位ꎬ 从历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

名奖家庭、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 全国五

好文明家庭中选送事迹突出、 群众认可度高、
示范引领作用强的阿尼帕阿力马洪家庭、 肉

孜买买提巴克家庭、 王芳家庭等 ７ 户作为全

国文明家庭推荐对象ꎬ 进行公示后上报中央文

明办ꎮ
二、 做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

单位评选工作
２０１６ 年是自治区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

明单位评选年ꎮ 按照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要

求和群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 从中受益的原

则ꎬ 分别下发评选通知ꎬ 修订 «测评体系» 及

其相应配套操作手册ꎬ 着力突出民族团结、
“去极端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脱贫攻坚

等重点工作ꎬ 并在创建格局上向南疆艰苦地区

倾斜ꎬ 重点向基层一线单位倾斜ꎬ 重点向与各

族群众生活联系密切的窗口行业倾斜ꎮ
为确保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自治区文明办会同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

队抽调 ４８ 人组成 ６ 个测评组ꎬ 对符合申报自治

区文明城市 (区、 县) 条件的 ４２ 个城市 (区、
县) 进行了测评ꎮ 在各地州市文明委及自治区

直属机关文明委、 自治区国资委文明委测评、
公示、 推荐的基础上ꎬ 对部分拟命名的自治区

文明单位进行抽检ꎬ 并对照七个 “一票否决”
事项ꎬ 审核推荐名单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的要

求ꎬ 组织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对昌吉市、
阿克苏市、 博乐市、 若羌县 ４ 个全国县级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进行年度测评ꎮ 召开自治区支持

乌鲁木齐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ꎬ 动员

中央、 自治区驻乌单位全力支持和配合乌鲁木

齐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ꎬ 力争乌鲁木齐市

取得好成绩ꎮ 自治区文明委命名喀什市库木代

尔瓦扎街道办事处等 ２９９６ 个单位为自治区文明

单位ꎬ 命名伊宁市等 ３５ 个城市 (区、 县) 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自治区文明城市 (区、 县)ꎬ
命名喀什市浩罕乡托万卡孜日克村等 ４３７ 个村

镇为自治区文明村镇ꎮ
同时ꎬ 以自治区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

明单位评选为契机ꎬ 组织开展文明交通、 文明

餐桌、 文明旅游、 文明上网行动ꎬ 培育文明新

风尚ꎮ
三、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１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ꎮ 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ꎬ 以 “我的中国梦” 为主题ꎬ 抓住重

要时间节点ꎬ 组织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学习

和争做美德少年活动、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 向

国旗敬礼等系列教育实践活动ꎬ 突出爱国主义

教育内容ꎬ 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自觉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２ 完成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任务ꎮ 确定

２０１６ 年 ４４ 所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学校名

单和 ５０ 所自治区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学校名单ꎮ
按照 “以奖代补” 原则ꎬ 拨付自治区重点民生

工程支持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ꎬ 中央项目建设资金

６６０ 万元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度 ３５８ 所中央乡村学

校少年宫运转资金 １３１８ 万元ꎮ 分别在库车县、
喀什市举办自治区重点民生工程和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培训

班ꎬ 对项目承办地的地州、 县市文明办主任、
教育局长和学校校长以会代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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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开展第四届自治区 “民族团结好少年”
评选表彰活动ꎮ ４ 月至 ７ 月ꎬ 自治区文明办、
教育厅、 团委、 妇联、 关工委组织开展自治区

第四届 “民族团结好少年” 评选表彰活动ꎮ 网

络总投票数为 ７８８６１９ 票ꎮ 奎屯市一中博黎新
库马尔等 ３０ 人荣获自治区第四届 “民族团结

好少年” 称号ꎮ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新疆电视台举办

授奖仪式ꎮ 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民族团

结好少年广播剧ꎮ
４ 做好高中 “宏志班” 及童谣征集工作ꎮ

在新疆实验中学、 八一中学、 乌鲁木齐市第二

十三中学、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新开办 ４ 个高

中 “宏志班”ꎮ 做好 “新疆新童谣” 征集活动ꎬ
开展 ２０１６ 年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ꎬ 向中央文

明办报送优秀童谣ꎮ
５ 开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行动ꎮ 与自治区

文管办 (扫黄办) 组成联合检查组ꎬ 采取暗

访、 明查、 抽查、 回访学校等方式ꎬ 对乌鲁木

齐地区部分大中小学校园周边文化市场进行了

检查ꎮ
６ 举办 “我的家乡在变化” 主题征文竞

赛ꎮ ６ 月至 ９ 月ꎬ 自治区文明办、 教育厅开展

“我的家乡在变化” 主题征文竞赛ꎮ 活动开展

以来ꎬ 全疆各中小学校结合语文课堂教学ꎬ 重

点围绕各级 “访惠聚” 驻村工作队到来后ꎬ 家

乡发生的变化开展征文ꎬ 共收到稿件 ５００ 余篇ꎬ
最终按照中学组和小学组进行评审ꎬ 评出一等

奖 ３ 名ꎬ 二等奖 １０ 名ꎬ 三等奖 ２０ 名ꎮ
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志愿服务和

文明旅游工作
１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主题ꎬ 不断深化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ꎮ 以自治区文明委名义制定下发

«关于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进一步提升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指导意见»ꎬ 明确了全区

美丽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和原则要

求ꎮ 组织召开自治区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会ꎬ 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系列要求和决策

部署ꎬ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主题ꎬ 大力发展农村

经济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ꎬ 逐步让全疆农牧民群

众过上好日子、 养成好品行、 享受好环境ꎬ 建

设 “村庄美、 村民富、 村风好” 的美丽乡村ꎮ
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决策部署ꎬ 召开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ꎬ 要求各地、 各部

门紧紧围绕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深入推

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活动ꎬ 破除陈规陋

习ꎬ 弘扬新风正气ꎬ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ꎬ
让乡风民风美起来ꎬ 以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

扮靓美丽新疆ꎮ
２ 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ꎮ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自

治区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ꎬ 印发

«自治区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自治区

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 «自治

区关于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

度化的意见› 的任务分工»ꎮ １２ 月 ５ 日印发

«关于落实 ‹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

愿服务的实施意见› 的责任分工»ꎬ 推动志愿

服务工作制度化ꎮ
３ 加强文明旅游工作ꎮ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自治

区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ꎬ 总结交

流各单位开展文明旅游工作的情况ꎬ 安排部署

下一阶段文明旅游工作ꎮ ８ 月 １２ 日与自治区旅

游局联合下发 «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旅游行动的

通知»ꎮ
五、 制作刊播一批体现新疆形象、 新

疆文化、 新疆表达的公益广告
以 “我们的价值观” 为主题ꎬ 运用阿凡提

形象、 新疆农民画、 民族谚语、 新疆音乐、 新

疆方言等元素进行系列化创作ꎬ 推出 «爱祖国

爱家乡» «爱劳动讲团结» «诚立身信为本»
«善助人恶害己» «笑当先和为贵» «勤为本俭

养德» 等 ６ 集影视类公益广告作品ꎮ 以全国道

德模范、 自治区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为原型ꎬ
创作了四幅 “真情” 系列平面类公益广告ꎬ 用

可亲、 可敬、 可信、 可学的真人真事诠释超越

民族、 超越血缘的民族大爱ꎮ 以阿凡提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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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人ꎬ 创作刊播了以 “系安全带” “禁止酒

驾” 等为内容的 «阿凡提倡导文明交通» 系列

公益广告ꎮ 结合 “民族团结一家亲” 活动ꎬ 以

各机关单位 “结对子” 精彩画面、 动人瞬间的

图片及现场同期声等形式创作刊播了平面类、
广播类、 影视类 “民族团结一家” 系列公益广

告ꎮ 同时ꎬ 抓好新兴媒体刊播ꎬ 推出 «自治区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网上展馆»ꎬ 展出

“我们的价值观” “民族团结” “去极端化”
“道德模范” “阿凡提倡导文明交通” 等 １５ 个

系列 ６４ 幅维吾尔语、 汉语、 哈萨克语公益广告

作品ꎬ 供社会和广大网民刊播ꎮ 此外ꎬ 在全区

影响力最大的微信公众号 “最后一公里” 多次

集中展示本土原创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真
情” 等系列公益广告作品ꎬ 进一步扩大公益广

告宣传的辐射力、 影响力ꎮ

特色活动

“道德模范走基层” 宣讲活动
道德模范来自于基层ꎬ 用他们真实感人的

故事教育基层的各族群众ꎬ 最具说服力ꎬ 也最

具感染力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１５ 日ꎬ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组织热汗古

丽依米尔、 阿不力孜买买提尼牙孜、 周丽

娜三位全国道德模范ꎻ 肉孜买买提巴克、 艾

尼瓦尔芒素、 艾买尔依明三位自治区道德

模范ꎬ 分两组在和田地区、 喀什地区、 克州 １０
个县 (市) 的 ２１ 个行政村开展宣讲活动ꎬ １ ６
万名农民面对面聆听了道德模范的宣讲ꎮ ２１ 场

宣讲活动场场爆满、 气氛活跃ꎬ 一个个道德模

范受到了各族群众的热烈追捧ꎮ
２０１６ 年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年ꎮ 开展

“道德模范走基层” 宣讲活动ꎬ 是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 自治区文明办在民族团结进步年开展

的重要活动之一ꎮ 此次宣讲活动ꎬ 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 “新疆精神” 为

主题ꎬ 以 “讲道德、 尊道德、 做好人”ꎬ 奋斗

改变命运、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为内容ꎬ 通过道

德模范真实感人的故事和现场互动交流ꎬ 教育

引导农民用好党的好政策送自己的孩子上学ꎬ
主动学习双语、 大胆走出去打工ꎬ 做一个勤

劳、 善良、 乐于助人的人ꎬ 打动了许许多多的

现场村民ꎮ
组织开展 “道德模范走基层” 活动ꎬ 用道

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教育引导群众ꎬ
是全疆文明办系统推动 “去极端化” 宣传教

育、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新

疆精神的有效抓手ꎮ 为此ꎬ 自治区文明办改变

以往评选道德模范活动 “上面轰轰烈烈、 下面

不知不晓” 的情况ꎬ 用活道德模范资源ꎬ 坚持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ꎬ 组织道德模范走进

基层开展宣讲ꎬ 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看齐ꎬ 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新疆精神” 的模范践

行者ꎮ
道德模范与村民的互动环节是这次道德模

范走基层活动的一个亮点ꎮ 互动交流可以增强

村民在宣讲中的参与感ꎬ 实现宣讲效果最大

化ꎮ 肉孜买买提巴克在和田地区作了 １３ 场宣

讲ꎬ 村民问他最多的问题就是: 如何学习汉

语ꎬ 如何大胆走出去打工奋斗ꎮ 他用自己拼搏

奋斗的经历鼓励农民ꎬ 学汉语是桥ꎬ 有了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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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过河ꎮ 热汗古丽依米尔在喀什地区、 克州

作了 ８ 场宣讲ꎬ 许多 ９０ 后农民对热汗古丽说:
“前两年我们也到内地打过工ꎬ 见了世面挣了

钱ꎬ 后来听了一些人的 ‘胡话’ 就回来了ꎬ 现

在很后悔ꎬ 你的事迹让我们很受启发ꎬ 我们要

回到工厂去ꎮ” 热汗古丽鼓励她们ꎬ “要想成为

好的创业者ꎬ 一要有毅力ꎬ 二要能吃苦ꎬ 三要

有自信ꎬ 自己走自己的路ꎮ”
道德模范大多来自基层一线ꎬ 都是百姓身

边的先进典型ꎬ 他们用 “苞谷馕” 式的语言讲

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业体会ꎬ 农民喜欢听、
听得懂ꎮ 英吉沙县农民热孜万古丽在与热汗古

丽依米尔、 周丽娜等道德模范交流后深有感

触地说: “道德模范都是勤劳的人、 善良的人ꎬ
他们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ꎬ 可信、 好学ꎬ 我

们都要向他们学习ꎬ 做一个爱国、 守法、 勤

劳、 善良的现代新疆人ꎮ”

“大美新疆大爱故事”
讲故事大赛活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 文明办在全疆启动 “大美新疆大爱故

事” 讲故事大赛ꎬ 受到了基层群众的热烈响应

和积极参与ꎮ 经过初赛、 复赛ꎬ 全疆 １５ 个地州

市共有 ４０ 位选手进入决赛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大美新疆大爱故事” 讲故事大赛决赛

在乌鲁木齐举行ꎬ 经过激烈角逐ꎬ 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 １０ 名ꎮ
参赛选手大多是来自基层的农牧民和社区

居民ꎬ 他们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

真实鲜活、 可亲可信可学的大爱故事ꎬ 展现出一

幅幅新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交心的感人画

卷ꎮ 一个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形成了一场爱的

传递ꎬ 让广大群众在听故事中受到感动和教育ꎮ
为组织开展好讲故事大赛活动ꎬ 塔城地区

建立了 “塔城故事” 素材线索库ꎬ 面向社会广

泛征集故事线索ꎬ 与教育部门联合开展 “塔城

故事” 征文活动ꎬ 在各县 (市) 层层比赛、 层

层选拔ꎬ 在金融、 教育、 卫生、 工商等行业系

统开展讲故事比赛ꎬ 在塔城日报、 政府网站开

设 «大美新疆大爱塔城» 专栏ꎬ 让塔城故事

传播到千家万户ꎮ 乌鲁木齐市各街道、 社区组

织讲故事大赛选拔赛ꎬ 参赛选手围绕发生在身

边的民族团结故事和创城中的感人故事ꎬ 再现

了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的深厚情谊ꎮ 温宿县举办

民族团结故事 “万人讲” 活动ꎬ 宗教人士带头

讲民族团结故事ꎬ 教育各族群众像爱护自己的

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ꎮ
本次大赛采用 “身边事教育引导身边人”

的方式ꎬ 产生了 “热在基层、 热在群众” 的效

果ꎮ 一等奖获得者、 阿克苏地区公安局民警魏

甜讲述了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阿克苏

地区公安局原副局长买买提江托乎尼牙孜为

搜捕暴恐分子英勇献身的故事ꎬ 她说: “这几

个月来ꎬ 从搜集资料到讲述故事ꎬ 我的内心一

直充满着悲伤和对英雄的怀念ꎮ 买买提江托

乎尼牙孜是我的老领导ꎬ 英雄虽然走了ꎬ 但他

的精神要传承下去ꎮ 希望通过我讲的这个真实

故事ꎬ 带给人们更多的正能量ꎬ 为建设大美新

疆、 维护大美新疆作贡献ꎮ”
讲故事大赛启动后ꎬ 各地州、 各县市、 各

级文明单位纷纷发动群众挖掘感人故事ꎬ 用身

边的人讲身边的事ꎬ 把每一个大爱故事从群众

身边挖掘了出来ꎮ 展现在舞台上的、 大家听到

的故事就是这些故事中的优秀代表ꎬ 每一个故

事就是一首歌ꎬ 这首歌打动人心、 催人奋进、
凝聚力量ꎬ 它是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总目标的一股强大的正能量ꎮ 参赛选手们将继

续挖掘身边的大爱故事ꎬ 把更加优秀、 更加生

动、 更加感人的故事展现给更多的人ꎮ

奇台县开展全民公益活动
奇台县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

化、 具体化、 形象化、 生活化ꎬ 通过把每月 ２６
日确定为 “全民公益日”ꎬ 坚持开展全民公益

活动ꎬ 形成 “人人做好人、 好人做公益、 公益

为人人” 的良好氛围ꎮ
围绕社区服务、 环境保护、 慈善福利、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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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援助、 维护稳定、 民族团结和文化艺术等方

面ꎬ 组织开展全民公益日活动ꎬ 突出核心价值

观内涵要求ꎬ 增强活动针对性ꎮ
根据各行业参与公益活动的特点ꎬ 将 “全民

公益” 具体细化为 ４０项便民、 助民、 乐民的公益

服务活动内容ꎬ 充分体现公益服务活动的多样性、
全面性ꎬ 也贴近了各族群众的现实需求ꎮ

在机关ꎬ 发挥部门职能作用ꎬ 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ꎮ 在社区ꎬ 开展关爱老幼、 民族团结好

邻里、 清洁家园、 义务巡逻、 爱心超市义卖等

志愿服务活动ꎮ 在农村ꎬ 围绕农村扶贫帮困、
增收致富开展支农活动ꎮ 在学校ꎬ 开展 “雷锋

精神进校园”、 民族团结手拉手、 道德讲堂、
“红领巾” 义务协管等志愿服务活动ꎮ 在企业ꎬ
围绕履行社会责任、 加强诚信建设ꎬ 引导社会

服务力量参与公益事业发展ꎮ
按照 “便民、 助民、 乐民、 化民” 的要

求ꎬ 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从生活中力所能及的

事、 群众迫切需要的事做起ꎬ 开展日常化、 具

体化、 生活化的全民公益活动ꎬ 通过爱心捐

赠、 志愿服务、 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ꎬ 参与

“公益一日行” 活动ꎬ 就近就地献爱心送温暖ꎮ
组织发动各类志愿服务队、 公益协会和社

会组织ꎬ 根据自身特点ꎬ 立足公众服务ꎬ 将核

心价值观体现到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中ꎬ 设立

公益日活动网点、 窗口和公益服务岗ꎬ 不断提

升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ꎮ
不断创新公益模式ꎬ 积极构筑家庭式公益

服务ꎬ 使公益活动由大到小、 由片到户ꎮ
通过设立 “社会公益” 网上专栏、 建立

“网络社工之家”ꎬ 传播 “全民公益、 践行友

善” 的公益理念ꎬ 弘扬正能量ꎬ 引领新风尚ꎮ
全年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的网民、 市民达

１ ５ 万人次以上ꎬ 投入帮扶的社会公益资金达 ７
万元ꎬ 受助困难户达百名以上ꎮ

设立社会公益日活动管理办公室ꎬ 调配专职

人员ꎬ 划拨专项经费ꎬ 做到专人专事专责专费ꎮ
出台 «社会公益日活动管理办法»ꎬ 制定

«２０１６ 年持续推进社会公益日活动方案»ꎬ 确保

公益日活动长效开展ꎮ
在各行各业选树一大批最美人物、 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 服务标兵和公益之星ꎬ 形成传播文明、
传递爱心的独特风景ꎬ 使之成为提升奇台美誉度

的文化符号和人们价值追求的风向标ꎮ

泽普县围绕三个 “美起来”
提升农村精神文明水平

泽普县以美丽乡村为主题ꎬ 不断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ꎬ 推动实现人居环境美起来、 乡

风民风美起来、 文化生活美起来ꎮ
美在村庄ꎬ 不断改善人居环境ꎮ 实施城乡

美化、 绿化、 硬化、 亮化工程ꎬ 营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城乡环境ꎬ 实现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乡镇村总体规划全覆盖ꎮ
按照 “好条田、 好渠道、 好林带、 好道

路、 好居民点、 好庭院、 好果园、 好棚圈” 的

标准ꎬ 完成 ２ 万套安居富民房建设ꎬ 完成改院、
改厕、 改厨 １ ９６ 万户ꎬ 基本完成全县 １４７ 个美

丽乡村建设任务ꎮ 新建村级 “五个小便民工

程” ８０５ 个、 乡村大舞台 １４７ 个ꎮ
新建农村公路 ６５８ 公里ꎬ 农村改水改电基

本完成ꎬ 天然气入户率达 ５０％ꎬ 森林覆盖率达

３８ ７％ꎬ 绿化率达 ４８ ４％ꎬ 被评为国家级 “生
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ꎬ 荣获 “国家园林县城”
“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等殊荣ꎮ

美在民风ꎬ 不断提高农民素质ꎮ 充分运用

农村各类宣传载体和文化阵地ꎬ 深入开展移风

易俗活动ꎬ 引导农民树立文明意识、 卫生意

识、 节俭意识ꎬ 逐步养成良好生活方式ꎮ
按照 “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村建设规划、 有

一个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 有一个文明进步的

村规民约、 有一个常年活动的精神文明活动场

所、 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的要

求ꎬ 不断拓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ꎮ
开展道德模范、 星级文明户、 文明家庭等

评选表彰活动ꎬ 涌现出全国十大最美村官、 自

治区道德模范刘国忠等先进典型ꎮ
美在文化ꎬ 不断丰富农民文化生活ꎮ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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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乡乡有文化阵地、 村村有百姓大舞台ꎮ 每

年完成 １８００ 场数字电影放映任务ꎬ 完成 １００ 个

“农家书屋” 建设任务ꎮ 积极开展乡村 “百日

文体活动竞赛”ꎬ 实施 “一乡一队宣传文化工

程”ꎬ 让农民从台下走到台上ꎬ 由观众变成演

员ꎬ 用正能量占领农村精神文化阵地ꎮ 二是打

造一批文艺精品ꎮ 举办金胡杨旅游文化节、
“冰雪嘉年华” 等农民群众便于参与、 从中受

益的活动ꎬ 充分发挥草根艺人作用ꎬ 创作歌曲

«胡杨水乡»、 话剧 «奉献» 等一批文艺精品ꎬ
收到寓教于乐、 以文化人的效果ꎮ 三是举办

“我们一起来过年” “民族团结百家宴” 等活

动ꎮ 让各族群众在一起品美食、 走亲戚、 赠礼

品ꎬ 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交心ꎬ 实现共居

共学共事共乐ꎬ 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归属感大幅提升ꎮ

博乐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博乐市按照 “村容整洁环境美、 村强民富

生活美、 村风文明和谐美” 的要求ꎬ 大力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ꎬ 全市 １２５ 个行政村中 ７０％的村

实现了 “一村一规划、 一家一美景”ꎬ 农村基

础设施进一步完善ꎬ 村容村貌进一步改观ꎮ
在规划上下真功夫ꎮ 一是按照 “一乡一张

图、 全市一幅画” 的布局ꎬ 制定出台 «博乐市

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 «博乐市美丽乡村建设

实施方案»ꎬ 做到了 “城乡一套图、 整体一盘

棋”ꎬ 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了科学指导ꎮ 二是通

过走村入户、 蹲点调研等方式ꎬ 全面了解各乡

(镇、 场)、 村 (队) 自然条件、 经济发展、 民

俗文化等资源情况ꎮ 三是结合城乡总体规划、 基

础设施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ꎬ 按照宜工则工、 宜

农则农、 宜游则游的原则ꎬ 将行政村划分为农牧

业特色村、 旅游休闲村、 综合发展村等ꎮ
在工作推进上下真功夫ꎮ 一是围绕 “村村

优美、 家家创业、 处处和谐、 人人幸福” 四大

目标ꎬ 细化美丽乡村建设具体实施项目ꎬ 实行

半月一督查、 一月一排名、 一季一追责制度ꎬ
及时解决问题ꎬ 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ꎮ 二是

按照 “一村一品、 一村一业、 一村一景” 的思

路ꎬ 对村庄产业和生活环境进行个性化塑造和

特色化提升ꎬ 形成山水风光型、 生态田园型、
休闲旅游型等多形态、 多特色的一村一特色建

设ꎮ 三是对污水处理设施、 垃圾收运处理设

施、 道路桥梁、 路灯进行提升改造ꎬ 农村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ꎮ
在加大投入上下真功夫ꎮ 一是积极争取上

级项目支持ꎬ 突出政府投入、 加大部门整合ꎬ
最大限度地整合资金ꎬ 建立公共财政投入稳定

增长的长效机制ꎬ 为快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

供有力保障ꎮ ２０１６ 年确定 １０ 个村为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村ꎬ 投入 ７９６０ ５６ 万元作为提升村容

村貌、 村庄整治资金ꎮ 二是按照 “资金渠道不

乱、 资金用途不变、 集中财力办大事” 的原

则ꎬ 将环境卫生连片整治、 绿化示范等涉农项目

资金向美丽乡村建设好的乡村倾斜ꎮ 三是多方

筹集美丽乡村建设资金ꎬ ２０１６ 年投入资金 ４４２０
万元新建、 改建农村公路 ４７３ 条 １０１ 公里ꎬ 道路

绿化美化 ２１ 万平方米ꎬ 新建文化墙 ６ 万平方米ꎬ
改厕 ８９８６ 座ꎬ 自来水覆盖率达 ９９ ６８％ꎮ

在乡风文明上下真功夫ꎮ 一是大力改善配

套公共文化设施ꎬ 把村级文化室打造成村民文

化娱乐中心ꎮ 目前已建设村队文化室 １２５ 个ꎬ 每

年组织农民开展群众性娱乐活动上万余次ꎮ 二

是组织农民开展 “除陋习、 树新风” 活动ꎬ 开

展 “美丽家园清扫日” 评比活动ꎬ 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逐步形成ꎮ 三是通过开展 “十星级文

明户” 评比、 道德信贷工程、 村庄主干道文化

墙绘制等活动ꎬ 大力宣传道德模范、 博乐好人先

进事迹ꎬ 让村民受到敬老爱幼、 扶贫帮困等道德

文化熏陶ꎬ 引导农民群众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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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６ 年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紧紧围绕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ꎬ 聚焦发挥兵团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作

用ꎬ 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兵

团精神为根本ꎬ 着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ꎬ 着力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着力提高职工

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为率先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促进兵团事业发展ꎬ 提供思

想保证、 精神动力、 道德滋养和文化条件ꎮ
一、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先进典型学

习宣传活动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兵团

精神教育深入人心
贯彻落实 «关于以 “德行兵团” 为主题做

好道德典型宣传学习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兵团精神和老兵精

神ꎮ 各地在广泛开展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 身

边好人、 诚信职工等评选活动中ꎬ 坚持面向基

层、 发动群众ꎬ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和平台的作

用ꎬ 挖掘职工群众身边的好人好事ꎬ 相继推出

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魏德友、 刘前东等新

时期的维稳戍边先进典型ꎮ 在此基础上ꎬ 经过

严格公正的评选程序ꎬ 评选出 ２１ 名第五届兵团

道德模范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中宣部向全社

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魏德友先进事迹ꎮ 制

作、 刊播以兵团道德模范为原型的公益广告和

电视短片ꎬ 发动基层运用各种方式ꎬ 大力宣传

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ꎬ 营造崇德向

善、 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ꎮ 春节前夕走访慰问

７０ 名全国、 兵团道德模范ꎬ 积极协调有关方面

帮助道德模范解决工作、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ꎮ
各师、 团采取举办座谈会、 组织志愿服务、 邀

请道德模范参加节庆活动等方式ꎬ 开展多种形

式关心关爱活动ꎮ 结合兵团实际ꎬ 制定 «兵团

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管理暂行办法»ꎬ 建立经常

性联系制度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ꎬ 明确诫勉谈

话和撤销荣誉称号处理的具体规定ꎮ
二、 进一步完善工作体系ꎬ 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取得新突破
经过近一年的多次调研、 充分酝酿和反复

讨论ꎬ 制定印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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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文明团场 (镇)、 文明连队 (社区) 创建

管理办法» 和 «兵团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兵
团文明团场 (镇) 测评体系»ꎬ 启动兵团文明

城市、 文明团场 (镇)、 文明连队 (社区) 创

建ꎮ 组织开展第一届兵团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

进城市和文明团场 (镇)、 文明连队 (社区)
评选表彰活动ꎮ 经自愿申报、 各师文明委考

核、 测评组测评、 兵团文明委审议、 媒体公

示ꎬ 命名图木舒克市、 北屯市为第一届兵团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城市、 一师一团等 ２０ 个团

场 (镇) 为文明团场 (镇)、 一师阿拉尔市幸

福路街道新苑社区等 ７７ 个连队 (社区) 为文

明连队 (社区)ꎮ
兵团文明城市、 文明团场 (镇)、 文明连

队 (社区) 创建坚持正确指导思想ꎬ 把新疆工

作总目标作为创建的着眼点和着力点ꎬ 聚焦兵

团职责使命ꎬ 突出思想和精神内涵ꎬ 突出兵地

融合发展和民族团结共创ꎬ 把维护社会稳定和

民族团结、 兵地团结、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重要内容和一票否决的条件ꎬ 加大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理想信念建设、 先进文化建设、 弘

扬兵团精神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ꎮ
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的

意见»ꎬ 组织开展文明家庭创建ꎮ 经层层评选

推荐ꎬ 一师卡小花家庭、 九师魏德友家庭、 十

师张丽华家庭获得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

号ꎮ 与妇联联合开展 “最美家庭” 评选和 “倡
导良好家风、 建设廉洁家庭” “立家风家训、
亮家风家训、 晒家风家训” 等宣传展示活动ꎬ
加大正面典型宣传ꎬ 弘扬家庭文明新风ꎮ

贯彻落实 «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

动的实施意见»ꎬ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ꎬ 以学生

为中心ꎬ 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校园文化建

设、 提升师生文明素养为重点ꎬ 开展文明校园

创建ꎮ 制定兵团文明校园创建管理细则和测评

操作办法ꎮ 发现和培育文明校园创建典型ꎬ 通

过各种方式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文明校园创建

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ꎬ 营造广泛参与

创建的良好氛围ꎮ

三、 不断丰富载体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扎实推进
把对未成年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和校外文化活动场所、 心理健康辅导站

(点) 建设纳入兵团文 明 城 市、 文 明 团 场

(镇)、 文明连队 (社区) 创建测评体系之中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教育ꎬ
引导各级加大对未成年人活动阵地建设的投

入ꎮ 在家庭文明建设中ꎬ 引导广大兵团家庭重

言传、 重身教ꎬ 教知识、 育品德ꎬ 帮助孩子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ꎬ 迈好人生的第一个

台阶ꎮ 加强对团场学校少年宫项目的督导检

查ꎬ 确保少年宫建得好、 用得上、 效益大ꎮ 以

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为重点ꎬ 以上网人员实名制

登记管理为切入点ꎬ 加强对网络服务营业场所

的监管ꎮ 查处接纳未成年人网吧 ２３５ 余家ꎬ 取

缔黑网吧 １４ 家、 游戏厅 ６ 家、 娱乐场所 ３
家ꎬ 查处违规印刷企业 ３ 家ꎻ 收缴盗版书籍

１０２２３ 本ꎬ 非法出版物 １１４５０ 册ꎬ 盗版音像制

品 ５３６６ 盘ꎬ 淫秽色情制品 ４９７０ 余盘 (册)ꎬ 盗

版教辅资料 １２０００ 多份ꎬ 收缴非法宗教宣传品

１６３４ 册(盘)ꎮ
四、 突出四个重点ꎬ 移风易俗工作深

入推进
１ 抓住正向引导和群众自治两个重点环

节ꎮ 发挥媒体和文艺的作用ꎬ 传播主流价值、
传递正能量的同时ꎬ 教育引导职工群众自觉抵

制奢侈浪费、 炫富斗富、 盲目攀比等不良风

气ꎬ 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和非法宗教行为ꎮ
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ꎬ 引导职工群

众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ꎮ
２ 结合文明委成员单位部门职责落实有关

要求ꎮ 把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作为文明城

市、 文明团场 (镇)、 文明连队 (社区)、 文明

单位、 文明校园、 文明家庭测评体系和考核评

选的重要指标ꎬ 加大占比权重ꎮ 纳入基层思想

政治工作之中ꎬ 作为职工教育培训的一项重要

内容ꎬ 开展专题教育ꎮ 纳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之中ꎬ 结合 “民族团结一家亲” 活动ꎬ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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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ꎬ 相互学习各民

族传统美德ꎬ 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ꎮ 纳

入 “去极端化” 工作之中ꎬ 大力倡导和普及世

俗化生活方式ꎮ
３ 把节庆日作为有效推动移风易俗的重要

节点ꎮ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 活动ꎬ 使节庆

日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传播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增进民族团结

的重要平台ꎬ 成为倡导孝老爱亲、 传承良好家

风、 励志立德的重要时机ꎮ
４ 管住党员干部等重点人群ꎮ 结合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加强对党员干部

的教育ꎬ 要求党员干部在单位活动和个人生活中ꎬ
逐条对照并严格遵守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ꎬ 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 和各级党风

廉洁建设的有关制度ꎬ 严于律己ꎬ 率先垂范ꎮ
五、 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ꎬ

基层文化生活五彩纷呈
制定下基层演出节目供需清单ꎬ 探索采用

“订单式” 服务方式开展 “送文化下基层” 活

动ꎬ 取得良好效果ꎮ ２０１６ 年兵团各级各类文艺

团体和单位 “送文化下基层” 演出 ７１５ 场ꎬ 观

众 ５４ 万余人次ꎮ 首届兵团文化艺术周系列活动

中ꎬ 第九届文艺会演历时 １２ 天ꎬ 演出 ２６ 场ꎬ
观众 ２３０００ 余人次ꎻ 折子戏大赛邀请乌鲁木齐

市秦剧团、 京剧团担任评委ꎬ 加强兵地文化交

流合作ꎻ “美丽中国———文化新地标摄影展览”
历时两个月ꎬ 展出作品 １１０ 余幅ꎻ 兵团题材影

视节目展播播出 «筑梦路上» «新军垦之歌»
«魏德友———初心不改» 等 ２０ 部兵团题材纪录

片 ７１ 集ꎬ «我的处女地» «阿拉尔我和你» 等

兵团题材电影 ２ 部ꎻ 各师、 院校根据各地、 各

单位实际情况ꎬ 组织开展 ２０ 类 １３７ 项形式多样

的群众文化活动ꎮ 举办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 ８０ 周年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７
周年” 专题音乐会和兵团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

品展ꎮ 举办 “民族团结进步年” 兵团主题文艺

晚会 «民族团结　 共圆梦想»ꎮ

特色活动

十二师打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社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地处乌鲁木齐

市周边ꎬ 居住着回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等

３２ 个少数民族ꎮ 十二师通过开展创建美丽城镇

和谐社区 (连队) 行动ꎬ 倾力打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题社区ꎬ 增强民族团结ꎬ 促进社会

和谐ꎮ
各团场社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结

合自身实际设定主题ꎬ 形成富有特色的社区文

化ꎮ 一○四团创建七彩社区ꎬ 成立 “七彩文艺

社团”ꎬ 按照有阵地、 有平台、 有设备、 有制

度、 有活动、 有效果的 “六有” 标准ꎬ 打造

“七彩文化广场”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七彩文化活

动ꎻ 西山农牧场创建 “和美圆梦” 主题社区ꎬ
建设 “圆梦” 主题广场ꎬ 以 “六梦同筑” 为载

体ꎬ 打造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ꎻ 二二一团创建

“邻里守望” 主题社区ꎬ 通过 “连心” “贴心”
“爱心” “安心” “民心” “舒心” 等 “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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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工程ꎬ 广泛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ꎬ 编牢社区

互助网ꎬ 进一步增强居民的幸福感ꎻ 头屯河农

场创建 “德孝” 主题社区ꎬ 宣传本地先进典型

事迹的同时ꎬ 对不尽孝心不讲家庭美德的人和

事进行曝光ꎬ 并对其教育谈心、 促其改正ꎬ 推

动德孝文化向家庭、 向社区延伸ꎬ 力促德孝文

化的知行合一ꎻ 三坪农场结合多民族聚集的特

点ꎬ 创建石榴籽社区ꎬ 积极营造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良好氛围ꎻ 五一农场创建福园社区ꎬ 让

“民族团结是福、 勤劳诚信是福、 维护稳定是

福、 邻里守望是福、 创新创业是福、 敦品成才

是福” 深入人心ꎮ 其他一些社区结合兵团维稳

戍边职责使命ꎬ 积极开展 “唱响兵团精神” 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和 “我在兵团我是兵” 为主题

的军事训练ꎬ 增强各族职工群众 “兵” 的意

识ꎬ 加强组织纪律性ꎬ 提升社会责任感ꎬ 打造

“兵团精神” 主题社区ꎮ
突出优质服务ꎬ 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

便民服务ꎮ 按照 “体现现代文明、 传承军垦特

色、 留住青山绿水” 的规划要求ꎬ 根据 “优布

局、 补功能、 促融合、 提品质” 的发展思路ꎬ
各团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ꎬ 增设为民便民服务

网络ꎬ 得到各族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ꎬ 居民满

意率大幅提升ꎮ 团场文化馆按县级文化馆基本

标准完善功能ꎬ 利用现有建筑启动团 (场) 史

馆、 厂史馆建设ꎬ 推进集综合功能为一体的党

团活动室、 图书室、 培训室、 多功能活动室

(小剧场)、 书画室、 “ ‘三师一员’ 工作室”
(心理咨询师、 律师、 社会工作师、 人民调解

员) 建设ꎬ 打造青少年活动中心、 康体中心、
科普中心、 民事民意受理中心、 老人日间照料

中心 “五中心”ꎬ 设立工会之家、 妇女之家

“两家”ꎬ 设置志愿服务工作站ꎮ 优化社区商业

结构布局ꎬ 鼓励和支持各类组织、 企业和个人

兴办居民服务业、 健康养老业ꎮ 社区 “１０ 分钟

生活服务圈” 基本建立ꎬ 便民服务信息平台实

现全覆盖ꎬ 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有购物、 保

健、 文化、 各类缴费、 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ꎮ
各社区将环境建设作为重点工作ꎬ 结合自

身特点ꎬ 有重点地打造 “一标志” (主题社区

标志性雕塑)、 “一广场” (休闲广场或文化广

场ꎬ)、 “一游园” “一凉亭” “一长廊” (植物

长廊或文化长廊)、 一球场、 “一站点” (社会

服务站点)、 一步道 (健身步道)、 “一转运

站” (垃圾转运站)、 一卫生室、 一公用卫生间

等服务设施ꎮ 配备室外休憩的桌、 椅ꎬ 配套社

区需要的背景音响、 地灯、 垃圾桶等公共设

施ꎮ 按照 “宽林带、 高密度、 大规格、 多品

种” 的要求ꎬ 实现 “春有花、 夏有荫、 秋有

果、 冬有青” 的美化效果和园林景观ꎮ

五师八十九团 “四抓四促”
提升居民文明素质

五师八十九团由汉、 回、 蒙、 维、 哈、 土

等 １３ 个民族组成ꎬ 总人口 １６０７０ 人ꎮ 随着兵团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ꎬ 大量职工群众在团部小城

镇集中居中ꎮ 如何适应城镇化的生活ꎬ 成为团

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ꎮ 八十九团党委通过大

力推行抓阵地促活动、 抓组织促管理、 抓教育

促文明、 抓文化促和谐的 “四抓四促”ꎬ 不断

提高居民素质ꎬ 取得显著成效ꎮ
先后投资 ８８８ ４８ 万元建设 ４８２９ 平方米的

多功能活动场所ꎬ 设立 “妇女之家” “道德讲

堂” “科技讲堂” 等各具特色的文化课堂ꎬ 保

障宣传教育工作有阵地ꎮ 建设 ２ 万平方米的荆

楚苑广场、 长泽公园广场、 花园广场等ꎬ 保证

居民广场舞、 晨练等文化活动有场所ꎮ
统筹社政、 城管、 公交、 防疫、 环卫、 社

区等部门ꎬ 建立健全体制顺、 机制活、 合力

强、 效率高的新型管理机制ꎮ 成立三个社区组

织ꎬ 完善服务功能ꎬ 围绕居民衣食住行玩等实

际问题ꎬ 开展全方位服务ꎬ 及时解决居民最关

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ꎬ 实现 “一站式” 服务、
“一门清” 办理的服务格局ꎮ 全面推行网格化

管理ꎬ 建设社区警务室ꎬ 扩招联防队员 ４０ 名ꎬ
加强小区联防联治ꎮ

推动物业服务进社区ꎬ 从车辆停放、 楼道

维护、 室内卫生等多方面抓起ꎬ 积极开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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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素质工程ꎮ 通过组团式宣传、 区域性渗

入、 自主性参与、 单位式活动ꎬ 打造社区居民

素质教育新格局ꎮ 围绕提升 １７ 个农业单位和

１０ 个团直企事业单位职工群众的文明素质和科

学素质ꎬ 开展技能、 文化、 心理等综合式教育

培训ꎬ 增强就业竞争力和适应城镇生活的能

力ꎮ 打造 “诚信” “德孝” 社区ꎬ 让居民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更加直观具体的认识ꎮ 通

过集中讲座宣传、 发放书籍影像、 社区组织交

流等活动ꎬ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热爱读书的

良好习惯融入每一个家庭ꎬ 涌现出全国 “书香

之家” 杨德桦、 “感动新疆” 候选人曹长友等

一批先进典型ꎮ 成立社区文明劝导队ꎬ 上百名

退休党员干部走街串巷劝导居民杜绝在公共场

合嗑瓜子、 大声喧哗、 乱扔垃圾、 违规饲养宠

物等不文明行为ꎬ 营造 “争当文明居民、 争创

美好家园” 的良好氛围ꎮ

注重优秀民间文化的传承ꎬ 坚持扶持优秀

民间文艺作品ꎮ 组建百人以上的合唱队、 威风

锣鼓队、 太极拳队、 舞蹈队和夕阳红秧歌队ꎬ
其中威风锣鼓队多次参加地州、 兵团和西北五

省区比赛ꎮ 组建各类民间文艺协会ꎬ 在社区开

展书法、 绘画、 摄影、 剪纸、 刺绣等优秀作品

展ꎮ 在各类重要纪念日期间ꎬ 组织大型职工文

艺会演、 系列文体活动ꎬ 举办 “民族团结一家

亲” 广场舞比赛等深受各族居民欢迎的文化活

动ꎬ 有效促进团场和谐ꎮ
通过 “四抓四促”ꎬ 职工群众思想明显转

变ꎬ 逐步确立健康文明的城镇生活新理念ꎬ 自

觉主动参与到文明创建活动中来ꎬ 形成争做主

人翁、 共建美好家园的良好社会氛围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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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１ 月 ５—６ 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

云山出席并讲话ꎬ 强调要充分认识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新要求ꎬ 牢牢把握 “两个

巩固” 的根本任务ꎬ 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做好工

作ꎬ 为 “十三五” 时期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

思想舆论支持ꎮ

１ 月 ５—６ 日
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总结 ２０１５ 年工作ꎬ 安排部署 ２０１６
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ꎮ 明确了文明办系统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 项重点工作: 深化文明城市创

建ꎬ 辐射带动社会文明程度整体提升ꎻ 深化

文明村镇创建ꎬ 促进农村乡风民风、 人居环

境、 文化生活美起来ꎻ 深化文明单位创建ꎬ
激发文明创建的基层基础活力ꎻ 深化文明家

庭创建ꎬ 以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ꎻ 深

化文明校园创建ꎬ 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ꎻ 深入宣传学习道

德模范ꎬ 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

下的浓厚氛围ꎻ 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打造不敢不能不愿失信的制度环境ꎻ 持续推

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推动形成我为人人、 人

人为我的社会风尚ꎻ 扎实推进文明旅游工

作ꎬ 不断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ꎻ 深入开展

网络文明建设ꎬ 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ꎮ

１ 月 ２０ 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牵
头ꎬ４４ 家单位联合签署«关于对失信被执
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公民一旦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ꎬ 将面

临限制乘坐飞机、 列车软卧、 高铁ꎬ 限制购买

不动产ꎬ 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ꎬ 限制

招录 (聘) 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ꎬ 限

制融贸授信等 ５５ 项惩戒措施ꎮ 形成 “一处失

信、 处处受限” 的联合惩戒局面ꎮ

１ 月 ２６ 日
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部际联

席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工作ꎬ 分析形势ꎬ 要求持续深化

文明旅游工作ꎮ 外交部、 公安部、 国资委、 国

家旅游局、 民航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同志

分别发言ꎮ

１ 月 ２７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召开第四

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主任刘云山主持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

要深刻认识新形势新任务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新要求ꎬ 高扬理想信念旗帜ꎬ 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ꎬ 强化共同价值追求ꎬ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思想保证、 精神力

量、 道德滋养和文化条件ꎮ

１ 月底 ２ 月初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广泛开展慰问

帮扶道德模范活动
积极关心道德模范的思想状况、 工作生活

和身体健康等情况ꎬ 送上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的温暖ꎬ 在全社会营造好人好报、 德行天下

的浓厚氛围ꎮ

１ 月 １８ 日
中央文明办要求在春节期间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要求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ꎬ 创新载体、 创

新形式ꎬ 着力弘扬助人为乐、 扶危济困、 乐善

好施、 敦亲睦邻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ꎬ 营造家

庭幸福、 社会和谐、 民族团结、 国家进步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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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氛围ꎮ

２ 月 １９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ꎬ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

工作ꎬ 是治国理政、 定国安邦的大事ꎬ 要适应

国内外形势发展ꎬ 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

位ꎬ 坚持党的领导ꎬ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ꎬ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尊重新闻传播规

律ꎬ 创新方法手段ꎬ 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

播力、 引导力、 影响力、 公信力ꎮ

２ 月 ２５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主办的“最美

家庭讲好家训”万场巡讲工作经验交流

会在江苏省徐州市举行
会议要求ꎬ 按照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的部署ꎬ 大力传承优良家

风家训ꎬ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广

泛运用 “最美家庭讲家训” 等好经验好做法ꎬ
用优良家风家训培养人们的孝心爱心ꎬ 引导人

们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ꎬ 感念长辈的关爱之

情ꎬ 让中华孝道和敬老之风代代相传ꎮ

２ 月 ２６ 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召开全国学

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
强调要学习传承雷锋精神ꎬ 弘扬奉献、 友

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倡导有困难找志

愿者、 有时间做志愿者ꎬ 着力扩大学雷锋志愿

服务覆盖面ꎬ 着力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

化ꎬ 为营造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ꎬ
为显著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作出新的

贡献ꎮ 会上公布了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名单ꎬ 公布湖北监利沉船

事件和善后工作全体志愿者为 “最美志愿服务

群体”ꎬ 并向先进典型代表颁发奖牌ꎮ

２ 月 ２９ 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１０ 位学雷锋“最美人物”的先进事迹
他们坚持立足岗位学雷锋ꎬ 爱岗敬业、 乐

于奉献ꎬ 认真做好 “八小时、 手上事”ꎬ 积极

为他人献爱心ꎮ

４ 月 １９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

长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ꎬ 按照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ꎬ 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ꎬ
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要适应这个大趋势ꎬ 在践行

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ꎬ 推进网络强国建设ꎬ
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ꎬ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

家和人民ꎮ

４ 月 ２７ 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向

全社会公开发布 １０ 位“最美职工”的先

进事迹
他们坚守高尚的职业理想ꎬ 秉持对事业的

忠诚和责任ꎬ 锐意进取、 追求卓越ꎬ 练就了高

超的技艺技能ꎬ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ꎬ 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ꎮ 他们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ꎬ 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

格ꎬ 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ꎬ 不愧

为一线技术工人的杰出代表ꎬ 不愧为精益求

精、 创新创造的 “大国工匠”ꎮ

００１１



大 事 记

５ 月 １２ 日
中宣部在深圳召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文
化改革发展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文化

领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ꎬ 以新理念带动实践新

飞跃、 赢得发展新优势ꎬ 推动 “十三五” 时期

文化改革发展谱新篇、 开新局ꎮ

５ 月 １６ 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浙江省义乌市召
开“建设核心价值ꎬ构建诚信社会”现场
交流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ꎬ 大力加强社会诚信建设ꎬ 增强全体

公民的诚信意识ꎬ 着力解决诚信方面的突出问

题ꎬ 努力营造诚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社会

氛围ꎮ

５ 月 １７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ꎬ 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

可能走在世界前列ꎬ 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

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ꎮ 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ꎬ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ꎬ 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ꎬ 结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ꎬ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ꎮ

５ 月 ２６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

模”李保国和万少华的先进事迹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

导师ꎮ 他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

康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ꎬ 坚持三十年扎进太行

山ꎬ 用科技力量帮助百姓脱贫致富ꎬ 创建了一套

完整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ꎬ 探索出了经济社会

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ꎬ 赢得山区人

民的爱戴ꎮ 万少华是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

医院医生ꎮ 他多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ꎬ 带领团队

义务上门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烂脚病受害者提供

优质医疗服务ꎬ 在减轻老人身体伤痛的同时ꎬ 也

给他们送上了亲人般的关爱和抚慰ꎬ 以大爱仁

心抚慰民族伤痛ꎬ 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尊敬ꎮ

６ 月 ６ 日
联合印发«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关于组织

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群众

性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强调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为契

机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根本ꎬ 以理

想信念教育为核心ꎬ 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为

主题ꎬ 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在

全社会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

好、 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ꎮ

６ 月上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

要批示
指出: “李保国同志 ３５ 年如一日ꎬ 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ꎬ 长期奋战在扶贫攻

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ꎬ 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

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ꎬ 用自己的模范

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ꎬ 事迹感人至

深ꎮ 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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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ꎬ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ꎮ 广

大党员、 干部和教育、 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

国同志心系群众、 扎实苦干、 奋发作为、 无私

奉献的高尚精神ꎬ 自觉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造

福ꎬ 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ꎮ”

６ 月 ８ 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教育

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

全国妇联印发«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

务组织的意见»
明确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

管理规范、 服务完善、 充满活力的志愿服务组

织体系ꎮ

６ 月 １６ 日
中宣部在重庆召开“培育良好家风ꎬ践行

核心价值”现场交流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特别是关于家风家教的重要论述ꎬ 着眼深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实践ꎬ 大力培育和

传承良好家风ꎬ 扎实推进家庭美德建设ꎬ 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生根、 在亲情中升华ꎮ

７ 月 ８ 日
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在四川绵阳

市召开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推

进会
会议总结了 “十二五” 期间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实施情况ꎬ 四

川绵阳市、 陕西省、 安徽合肥市、 山东淄博

市、 江苏常州市、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以及吉林永吉县 ７ 个地方的文明办或教育局代

表ꎬ 介绍了创新方式、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健

康发展的做法和经验ꎮ 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

绵阳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情况ꎮ 各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主任、 教育厅

(局、 教委) 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ꎮ

７ 月 ９ 日
中央文明办召开全国公益广告工作推

进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题ꎬ 总结交流公益广告宣传经验成效ꎬ 研究部

署公益广告宣传工作举措ꎬ 推动形成向上向

善、 诚信互助、 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ꎮ

７ 月 １４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

模”李守江和骆抗先的先进事迹
李守江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新疆罗布泊

钾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ꎮ 他 １６ 年坚

守在茫茫戈壁ꎬ 带领 “国投罗钾人” 克服种

种难以想象的困难ꎬ 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硫酸

钾肥生产基地ꎬ 创造了 “罗钾速度” 和 “罗

钾质量”ꎬ 在 “死亡之海” 谱写了辉煌篇章ꎮ
骆抗先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

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从医 ６２ 年来ꎬ
他始终坚持医德为先、 患者至上ꎬ 先后救治

数十万乙肝患者ꎬ 率先提出 “无症状慢性活

动性肝炎” 理论ꎬ 为我国乙型肝炎防治工作

作出突出贡献ꎮ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６ 年“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

演启动仪式暨首场演出在中国人民大学

举行
首场演出后ꎬ 广大演职人员将继续深入城

乡基层演出ꎬ 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 见

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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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 ３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
模”张超和张楠的先进事迹

张超生前是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

行员ꎮ 入伍 １２ 年来ꎬ 他始终怀揣 “强军梦”
“飞行梦” “舰载梦”ꎬ 精飞苦练不停歇ꎬ 履职

尽责不懈怠ꎬ 超越自我不止步ꎬ 多次参加重大

演习演练和军事行动ꎬ 磨砺成长为优秀的航母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在执行任务

中ꎬ 他不幸以身殉职ꎬ 年仅 ２９ 岁ꎬ 被批准为革

命烈士ꎮ 张楠生前是武警山东省总队临沂市支

队直属大队一中队班长ꎮ 他自觉接受沂蒙精神

滋养熏陶ꎬ 始终恪守 “当兵就要当好兵” 的铮

铮誓言ꎬ 时刻以冲锋的姿态顽强拼搏、 积极进

取ꎬ 先后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在担负我驻索马里大使馆安全警卫任务中ꎬ 他

遭遇恐怖袭击壮烈牺牲ꎬ 被批准为革命烈士ꎮ

８ 月 １８ 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诚信之星”的先进事迹

褒扬诚信行为ꎬ 倡导诚信理念ꎬ 推动社会

诚信建设ꎮ １０ 个 “诚信之星” 包括: 中国北京

同仁堂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石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信义兄弟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等诚信企业和孙世福、 徐兰

英、 李江福、 李国武、 叶奕锐等诚信个人ꎮ

８ 月 ２２—２３ 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召开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
交流会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

题ꎬ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发展ꎮ

８ 月 ２５ 日
中央文明委印发«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

设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 “注重家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重要指示精

神ꎬ 中央文明委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紧密结合建设新时代的家风

文化ꎬ 对深化家庭文明建设提出意见ꎮ 明确

２０１６ 年中央文明委评选表彰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ꎮ

９ 月 ６ 日
“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记忆”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红色旅游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福建龙岩长汀启动
系列活动在红军长征途经的 １５ 个省 (自

治区、 直辖市) 举行ꎬ 各地结合当地实际ꎬ 精

心组织开展长征主题红色旅游活动ꎬ 设计开发

长征红色旅游精品线路ꎬ 组织重走长征路徒步

活动ꎬ 开展长征精神宣讲ꎬ 举办长征主题摄影

展和图片展等ꎮ

９ 月 ７ 日
“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江西瑞金

启动
活动旨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

神ꎬ 激励全国人民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

胜利、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ꎮ

９ 月 １９ 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北京举办第

十二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论坛并讲话ꎬ 强调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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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着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广泛发

现和树立各类先进典型ꎬ 推动形成群星灿烂与

七星共明的先进群体格局ꎬ 着力构筑中国精

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ꎮ

９ 月中下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总结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ꎬ 新闻宣传有声有色ꎬ 文艺演出精彩

纷呈ꎮ 我们不仅要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ꎬ 而且

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广大干部群众表现出来的

主人翁意识、 爱国主义精神、 无私奉献精神ꎬ
使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ꎮ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 １１ 部门下发

关于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宣传推选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 １００”先进典型活动的

通知
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

宣传推选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者、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１００ 个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活动ꎮ

１０ 月 ２１ 日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强调ꎬ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ꎬ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ꎮ 今天ꎬ 我

们这一代人的长征ꎬ 就是要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ꎮ 长征永远在路上ꎮ 不论我们的事业发

展到哪一步ꎬ 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ꎬ 我

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ꎬ 在新的长征

路上继续奋勇前进ꎮ

１１ 月 １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新任县委宣传部长

培训班学员座谈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以基层和农村为重点ꎬ
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ꎬ 发展健康向上的

乡土文化ꎬ 积极提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

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ꎬ 大力推进文化小康建设ꎬ
让人民群众享有更优质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１１ 月 １４ 日
发布«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

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ꎮ

１１ 月 ２８ 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
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ꎬ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把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推动移风易俗ꎬ 树

立文明乡风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指出ꎬ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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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

主义服务ꎬ 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ꎬ 坚持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高擎民族精神火

炬ꎬ 吹响时代前进号角ꎬ 把艺术理想融入党

和人民事业之中ꎬ 做到胸中有大义、 心里有

人民、 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ꎬ 推出更多

反映时代呼声、 展现人民奋斗、 振奋民族精

神、 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ꎬ 为我们的人

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ꎬ 为我们的民族描绘

更加光明的未来ꎮ

１２ 月 ４ 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印发«关
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
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基本建成公共文化设

施志愿服务组织体系、 志愿服务项目体系和志

愿服务管理制度体系ꎮ

１２ 月 ７—８ 日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

强调ꎬ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

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

本问题ꎮ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ꎬ 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ꎬ 实现全程

育人、 全方位育人ꎬ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ꎮ

１２ 月 ９ 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下
发通知ꎬ要求 ２０１７ 年深入开展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活动

面向农村积极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服务ꎬ 不

断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健

康素质ꎬ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和有力支撑ꎮ

１２ 月 １２ 日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我们要重视家庭文

明建设ꎬ 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

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ꎬ 成为

人们梦想起航的地方ꎮ 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家庭文明建设ꎬ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 相

亲相爱、 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

庭文明新风尚ꎮ

１２ 月下旬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做好 ２０１７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
的通知»

要求组织好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

万家、 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文化迎春艺

术为民” “新春走基层” 活动ꎬ 广泛开展优秀

民间文化艺术普及推广活动ꎬ 开展 “网络中国

节” 等系列网络文化活动ꎬ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

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ꎮ 加大公共文化设施

免费开放力度ꎬ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

“文化年货”ꎮ 加强文化市场执法检查ꎬ 保持

“扫黄打非” 高压态势ꎬ 坚决查处带有低俗内

容的网络视听节目ꎬ 大力整治网络虚假新闻ꎮ
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ꎬ 优化旅游消费环境ꎬ
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文明出游ꎮ

１２ 月 ２５ 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ꎬ指出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
导意见»

«意见» 提出了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ꎬ 明确指出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 强化社会治理的

价值导向、 用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 弘扬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 加强组织领导等意见和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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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 ２６ 日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不忘初心的好

民警陈清洲的先进事迹
授予陈清洲 “时代楷模” 荣誉称号ꎮ 陈清

洲现任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指挥情报

中心教导员ꎬ 他始终传承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和精神族谱ꎬ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ꎬ 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ꎬ ２０ 年如一日奋战

在公安基层一线ꎬ 忠诚履职、 忘我工作、 积极

推动改变当地落后的交通状况ꎬ 长年走进学

校、 企业、 社区宣传交通安全ꎬ 治安防范和反

诈骗知识ꎬ 开办微博积极帮助寻找走失人员ꎬ
为广大群众办了大量的好事实事ꎬ ９ 月因积劳

成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ꎮ 陈清洲曾先后荣立个

人一等功 １ 次、 二等功 ２ 次、 三等功 ２ 次ꎬ 被

广大干部群众誉为 “不忘初心的好民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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