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上向善 创建创新

8今日 版

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JING SHEN WEN MING BAO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报社官方微信精神文明网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全国发行代号 61-1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编辑 何纯佳 王丽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jswmb2016@163.com

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卫生

倡 议

一、社交场合讲礼仪，咳嗽喷嚏掩口鼻。

二、公共场所少聚集，距离一米才适宜。

三、爱护环境担责任，垃圾杂物别乱扔。

四、良好习惯靠自律，随地吐痰要摒弃。

五、日常交往有讲究，注重卫生勤洗手。

六、分食分餐早推行，公筷公勺更传情。

七、保护动物我做起，拒食野味守法纪。

八、文明如厕非小节，保持清洁要自觉。

九、豢养宠物守规则，拴绳清便见公德。

十、健康运动最文明，修身养性终生行。

倡导社交文明、加强公共卫生，是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迫切需要，对提

升公民文明素养、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此，我们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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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大早，王敏都会打开

茶室的门，悠然地给自己泡上一

壶峨眉山茶。从全国各地来找王

敏品茗或是探讨茶道的茶友和

文人不少，只因他是峨眉山出了

名 的“ 茶 痴 ”，也 是 当 地 颇 有 名

气的手工制茶传承人，而他这一

生也似乎都在和茶打交道。

（A4版）

人生百味一杯茶

33 年来，赵岚始终坚持将“德

高为范”作为自律信条，对工作兢

兢业业、一丝不苟、默默耕耘。如

今，已经 54 岁的她，依然坚守在

我国高职教育和铁路事业发展的

高速轨道上，继续传播着知识和

希望。
（B3版）

一生挚爱三尺讲台

本期
导读

四川省推出“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卫生”倡议行动

让美好生活从文明细节开始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

记者 李林晅）为进一步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

作，四川省民政厅等部门日前印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四

川已实施临时救助15万余人次，

发放防疫物资救助金 1 亿余元，

已下达中央、省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 80.6 亿元，累计为 600 余

万名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

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

难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发放补助资

金41亿余元。

《通知》提出，各级民政部门

要依托前期工作体系及群防群治

力量，持续摸排辖区内困难群众

生活状况，建立摸排救助工作台

账，切实做好救助兜底保障服务，

加强救助与就业联动，实施好收

入豁免和救助渐退政策，并密切

关注物价变动情况，及时启动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向有关对象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通知》明确，各地要切实做

好临时滞留人员帮扶工作，对受

疫情影响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

又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外来务工人

员，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救助管

理机构要切实加强防控措施和内

部管理，防止出现输入性病例和

聚集性感染。

南沿江城际铁路全长 278.53 公里，是国内首条由省级政府主导投资建设的城

际铁路。中铁上海局承建的 10 标项目，2 月 18 日获得复工批复，复工后，太仓梁场

本着“早返回、早隔离、早上岗”的原则，统筹安排人员进场，严格做好返岗人员的

隔离观察和疫情防控。图为近日，中铁上海局承建的位于江苏省苏州太仓市的南沿

江城际铁路站前工程 10 标段太仓梁场年后复工首孔箱梁架设成功，标志着该项目

线上线下作业均进入正轨。 计海新 摄

首孔箱梁架设成功 铁路建设全面复工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一

些人在社会交往中存在的比较突出

的公共卫生问题。随着国内疫情防

控形势逐渐趋稳，人们也开始进行

深度反思，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如何

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出良好的公德风

貌？着眼当下、放眼未来，摒弃陈规

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势在

必行。

3 月 24 日，四川省文明办发布

《关于开展“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

共卫生”倡议行动的通知》，提出十

条倡议，倡导社会各界行动起来，不

断增强公共卫生意识，树立健康文

明风尚。倡议的提出，对提升公民文

明素养、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公共卫生安全与社会大众的生

命健康息息相关。党的十九大就作

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

署，强调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

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要求各地

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大众建立正确

健康观，全方位保障人民健康。此次

倡议从多方面提醒社会大众树立公

共卫生意识，聚焦社交礼仪、行为规

范、卫生习惯、健康运动等 10 个方

面，采用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押韵

式语言，读来朗朗上口，便于加强公

众对信息的获取与记忆，大大提高

了传播效率。

此 次 疫 情 带 来 的 教 训 是 深 刻

的，但同时，从全民战疫中催生出来

的一些文明举措、群众自发形成的

一些文明新风值得提倡和推广。社

会大众在战疫期间养成的文明习惯

应当延续，四川省开展“倡导社交文

明 加强公共卫生”倡议行动，正当

其时，有助于增强社会大众的公共

卫生意识，改变坏习惯、培养好习

惯，传承文明风尚，有助于彻底打赢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防止类似公共卫生事件再度重

演，是推动人们在社交文明中提高

公共卫生水平的有效途径。

小节之处显大德，细节之上见

文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

凶猛，传播迅速，感染者众多，与当

前公共空间不断扩大、人员流动加

速不无关联，与人们在公共生活中

的行为“小节”缺失不无关联。作为

一位社会公民，恪守公德底线，做好

自我防护，不随地吐痰、乱扔杂物，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既是对自己和

他人负责，也是对社会公德的维护。

社会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出的良

好道德风貌和道德品质，对于非常

时期的疫情防控以及日常公共生活

秩序建构至关重要。

文明需要倡议，更需要行动。希

望每一位社会公民都能从现在做

起、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开启

社交“文明范”，用在公共生活中的

良好公德和文明礼仪，为一座城市、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书写最好的文

明名片。

本报讯（记者 赵青）“社交场合

讲礼仪，咳嗽喷嚏掩口鼻；公共场所

少聚集，距离一米才适宜；爱护环境

担责任，垃圾杂物别乱扔；良好习惯

靠自律，随地吐痰要摒弃；日常交往

有讲究，注重卫生勤洗手……”3月

24 日，四川省文明办下发《关于开

展“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卫生”

倡议行动的通知》（下称《通知》），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卫生”倡议行动，引导广大

群众增强公共卫生意识，摈弃陈规

陋习，培育文明风尚，追求美好生

活，在全省树立社交文明新风尚。

《通知》指出，全省各市（州）文明

办要围绕倡议主题，结合本地实际，

依托各级各类阵地平台，把倡议行动

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密结

合起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广泛发

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要围绕倡议行

动内容，设计制作一批创意新颖、通

俗易懂的公益广告，从3月下旬起，组

织在机场车站、机舱车厢、公交楼宇、

公共广场、主要干道、公园景区、街道

社区、建筑围挡等公共场所，利用宣

传栏、广告牌、移动电视等媒介平台，

广泛宣传展示。各级各类媒体要开辟

专题专栏、线上线下互动，集中开展

新闻报道、专家访谈、评论言论，解读

普及倡议行动内容，宣传推介好的经

验做法，在全社会营造浓厚舆论

氛围。

“倡议行动聚焦日常社会交往

中涉及到公共卫生的相关领域，坚

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社交礼

仪、行为规范、日常交往、爱护环

境、卫生习惯、分食分餐、拒食野

味、文明如厕、豢养动物、健康运动

等 10 个方面，树立文明社交理念，

并条目式提出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

中应该养成的行为习惯。”四川省文

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四川人爱吃

火锅，独特的饮食习惯，也容易导

致“病从口入”，针对这些习惯，四

川重点倡导分食分餐和使用公筷公

勺，实现“舌尖上的文明”。

美好生活应从每一个文明细节

开始。该负责人强调，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战线广大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

带头践行，影响带动身边人积极投身

倡议行动。各地要充分发挥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各类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等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发动

广大志愿者积极开展宣传推广、文明

行为引导，不断提升公众文明卫生意

识，推动倡议行动在全社会蔚然

成风。

守公德 开启社交“文明范”
本报评论员

四川发放防疫物资
救助金1亿余元

全国开展专项行动
完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记 者

孙少龙）民政部 24 日发布消息，从

2020年 3月到2021年 6月，民政部等

11个部门将在全国开展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

提升专项行动，行动内容涵盖开展救

助寻亲、落户安置行动等多个方面。

——集中开展救助寻亲服务行

动。各地要通过DNA比对、人像识别

等方式甄别滞留人员身份信息。对滞

留超过 1个月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

机构要根据寻亲进展情况对其在全

国救助寻亲网、“头条寻人”等平台的

信息进行更新完善。对已经查明身份

信息的人员，在其身体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尽快安排接送返回工作。

——集中开展落户安置行动。各

地要集中开展一次长期滞留人员落

户安置行动，对在2020年 3月前入站

确实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于 2020

年6月前将安置申请报送至当地民政

部门，民政部门于2020年 8月前制定

安置方案报请同级政府。对政府批准

予以落户的，民政部门要尽快启动户

籍办理程序。

——持续开展街面巡查和综合治

理行动。公安机关、城市管理部门等

要按照职责分工履行街面巡查职责，

强化街面治安综合治理，有效减少

“强行讨要”“职业乞讨”等不文明现

象。同时，持续做好极端天气下的专

项救助工作，确保不发生冻饿死伤等

极端事件。

——全力推进源头治理行动。流

出地救助管理机构要建立返乡人员

信息台账，做好信息对接和人员接收

工作。各级民政部门要指导救助管理

机构建立易流浪走失人员信息库，发

现反复流浪乞讨的情况要及时反馈

民政部门，原则上回访频率不低于每

两月一次，回访期不少于一年。

——全面提升救助管理干部队伍

素质行动。市级及以上救助管理机构

要在现有编制内合理调配人员，设置

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和专职寻亲岗位，

提升救助服务能力，培养专业化寻亲

队伍。

——全面开展照料服务达标行

动。各地要集中部署开展救助管理和

托养机构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强化站

内照料职责，有步骤、分批次开展托

养人员站内接回工作。设施设备或人

员不足、无法提供照料服务的救助管

理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引入专业力量参与工作。

同时，各地要探索建立第三方监

督委员会或特邀监督员制度，对救助

管理机构和托养机构的运行管理、人

员照料情况进行监督。救助管理机构

要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信

息报告机制，对机构遇灾、遇险，受助

人员走失、死亡等异常情况，要第一

时间报告民政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