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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
布《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
务管理办法》，在地铁内进食、使
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等行为今
后都将得到约束。

明确10类禁止性行为
记者看到，该办法对于乘客

行为规范方面进行了规范，《办
法》明确了影响运营安全的 10
类禁止性行为，以及影响秩序的
7 类约束性行为。《办法》将于
2020年4月1日起施行。

禁止性行为基本为影响安
全的行为。更受关注的是7类约
束性行为。包括在车站或者列
车内涂写、刻画，或者私自张贴、
悬挂物品；携带动物（导盲犬、军
警犬除外）进站乘车，携带有严
重异味、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进站
乘车；推销产品或从事营销活
动，乞讨、卖艺及歌舞表演，大声
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时外
放声音；骑行平衡车、电动车（不
包括残疾人助力车）、自行车，使

用滑板、溜冰鞋；在列车内进食
（婴儿、病人除外）；随地吐痰、便
溺、乱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
等废弃物，躺卧或踩踏座席；在
车站和列车内滋扰乘客的其他
行为。

其中，外放电子设备声音和
不在地铁内进食是最受网友关
注的两点。不少网友都表示支
持。“终于有明文规定了，还地铁
族一片宁静”“真的很讨厌在地
铁里吃东西的人，弄得满车厢都
是味道”。

劝阻乘客将有规可依
记者了解到，这些行为很早

在上海地铁中就有明文规定禁
止。根据《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
条例》制定的《上海市轨道交通
乘客守则》，对于吸烟，随地吐
痰、便溺；乱吐口香糖渣，乱扔纸
屑等杂物；擅自涂写、刻画或者
张贴；擅自设摊、卖艺、散发宣传
品或者从事销售活动；乞讨、躺
卧、收捡废旧物品；携带活禽以
及猫、狗（导盲犬除外）等宠物；
携带自行车（含折叠式自行车）；

使用滑板、溜冰鞋等行为都有规
定禁止。

在这一守则中也指出，乘客
应当自觉保持车站、车厢的文明
卫生，不得在列车车厢内饮食、
大声喧哗，不得踩踏车站和车厢
内座席。守则从2016年6月26
日起就已开始施行。

“地铁里不让吃早饭之类的
挺早就有规定了吧，现在也基本
看不到了。但是禁止外放电子
设备的情况还是经常会碰到，有
些乘客打游戏或是看剧看抖音，
都不戴耳机，有时候真的觉得很
吵。”一位地铁乘客这样表示。

记者从上海地铁方面了解
到，从内容来看，上海地铁的管
理条例基本跟《办法》的要求一
致。对于《办法》中提出的“使用
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上海地
铁的规范中虽然没有那么明
确。但地铁工作人员表示，在日
常乘车环境中，如果有乘客反映
此类情况严重影响到了地铁秩
序，“我们肯定会赶到现场进行
劝阻，也会按照相关规定来进行
处罚。”

问：请谈谈《纲要》的主要内

容和特点。

答：《纲要》共有七个部分，
主要包括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深化道
德教育引导、推动道德实践养
成、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发
挥制度保障作用和加强组织领
导等内容。

《纲要》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体现时代特征。二是尊重
群众实践。三是坚持守正创
新。《纲要》既继承了2001年《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主要内
容和载体途径，又立足新时代新
形势新任务要求，突出问题导
向，着重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党
员领导干部、青少年和社会公众
人物等重要群体和重点领域道
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具体要求，
重点强化了法治保障、网络空
间、生态文明、对外交往等方面
的内容，既遵循了道德建设规
律，又进行了创新创造，增强了
道德建设的吸引力感染力。

问：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需要着重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答：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需要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
论述，切实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
责任感使命感，着重在以下方面
狠下功夫。一是聚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是在思想
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
素养、精神状态等方面同新时代
要求相符合的。这是公民道德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工
作都要聚焦这个目标，须臾不能
偏离。要不断深化对时代新人
丰富内涵、时代特质、根本要求
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推进公民
道德建设，担负起培养时代新人
的重要职责。二是坚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在
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其实
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
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要将国
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准则和公
民价值规范，有机融入公民道德
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更好发挥
出引领作用。三是大力夯实基
层基础。公民道德建设对象在
基层、主体在基层，必须瞄准基
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
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扎
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夯实基层
阵地，讲好美德故事，特别注重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推动网络成
为正能量的集散地。四是强化
道德建设的法治保障。法律是
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道德建设离不开法治保障。
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的贯
彻落实，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入法入规协调机制。要把社
会主义道德要求融入社会治理，
探索建立重大公共政策道德风
险评估机制，健全各行各业规章
制度，完善市民公约、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团体章程等。要加强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不
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问：在抓好网络空间道德

建设方面，《纲要》有哪些具体

规定？

答：在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
设方面，《纲要》强调，一要加强
网络内容建设。深入实施网络
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
网络文化，让正确道德取向成为
网络空间的主流。二要培养文
明自律网络行为。建立和完善
网络行为规范，培育符合互联网
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要求的网络伦理、网络道
德，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推
进网民网络素养教育，引导广大
网民尊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
表达，自觉维护良好网络秩序。
三要丰富网上道德实践。积极
培育和引导互联网公益力量，加
强网络公益宣传，拓展“互联网+
公益”“互联网+慈善”模式，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公益、网络
慈善活动。四要营造良好网络
道德环境。严格依法管网治网，
强化网络综合治理，建立完善新
技术新应用道德评估制度，维护
网络道德秩序；开展网络治理专
项行动，加大对网上突出问题的
整治力度，反对网络暴力行为，
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促进网
络空间日益清朗。

问：在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

题治理方面，有哪些部署？

答：道德建设既要靠教育倡
导，也要靠有效治理。《纲要》强
调，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运用
经济、法律、技术、行政和社会管
理、舆论监督等各种手段，有力
惩治失德败德、突破道德底线的
行为。要组织开展道德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不断净化社会
文化环境。针对污蔑诋毁英雄、
伤害民族感情的恶劣言行，特别
是对于损害国家尊严、出卖国家
利益的媚外分子，要依法依规严
肃惩戒，发挥警示教育作用。针
对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安
全、生态环境、社会服务、公共
秩序等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要逐一进行整治，让败
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
建立惩戒失德行为常态化机制，
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
风气。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昨天上午，市
委书记李强来到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等场馆以及周边地区进
行实地检查，再推进、再落实。
李强指出，进口博览会已经到了
踢好“临门一脚”的关键阶段，越
是时间临近、越不能有丝毫松懈
麻痹思想，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进口博览会要
越办越好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
加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精益求
精、持续作战，对城市服务保障
各项工作全方位再完善、再提
升，以更一流的保障水准、更卓
越的服务品质确保第二届进口
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

目前，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场
馆改造、道路建设、市容景观等
各项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作最
后的细化完善。李强一行来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仔
细察看广场整体设计及景观布
置，就下一步的优化提升同相关
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李
强说，南广场区域是众多中外展
商、专业观众进入展馆的必经之
地，要高标准打造、高品质呈现，
注重色彩、景观与建筑的和谐统

一、交相辉映，充分展现进口博
览会的主题元素。

本届进口博览会参展企业、
展览面积超过首届，当前正处于
密集布展阶段，参与国家展的64
个国家也已进场搭建展台。李
强来到国家馆了解布展情况，关
切询问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场馆设施、配套服务是否运行顺
畅。李强叮嘱现场负责同志，要
全力做好配合保障工作，相关职
能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主动跨
前、形成合力，第一时间帮助解
决布展中出现的问题，把各项工
作进一步抓深抓细抓实，确保布
展工作顺利完成、展品展示精彩
亮相。要立足打造国际一流展
会服务，锚定各个环节、紧盯各
种细节，确保无缝衔接、高效顺
畅，努力展现更高水平的“上海
服务”，更好提升参展客商的体
验度、舒适度和满意度。

随后，市领导来到展馆西侧
区域，察看展馆周边环境提升及
交通组织优化情况，对城市景
观、交通措施等工作作了具体了
解。李强说，要对标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整体谋划、一体推进，
统筹做好区域环境改造、公共设
施完善、交通路线优化等各项工

作，全面提升区域功能品质，使
中外展商、广大观众在这里有便
捷通畅的出行体验，随处可见赏
心悦目的风景。

检查期间，李强还听取了安
全保障、新闻宣传等相关工作汇
报。他强调，要抓紧最后时间，
对照目标任务，对各项工作进行
全面的再排摸、再检查、再落
实。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不
放松，守牢安全底线，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重点区域、关键环节，
进一步排摸隐患、落实细节、查
漏补缺，全面强化安全保障各项
措施。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依
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筑牢安全防线、精准精细管理，
确保展会运行安全有序。要持
续推动宣传氛围不断升温，通过
全方位、多渠道的宣传报道集中
展示第二届进口博览会的亮点
特色，进一步提升展会知晓度和
影响力。要为中外媒体报道进
口博览会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
保障，使中外记者充分了解进口
博览会的重大意义，充分感受上
海的城市温度，更好呈现进口博
览会的无限精彩。

市领导周慧琳、诸葛宇杰、
许昆林、龚道安参加检查。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凝心铸魂

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答记者问

吃东西、看手机外放声音
以后在地铁都不被允许了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
《纲要》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李强：进口博览会已经到了踢好“临门一脚”的关键阶段

努力展现更高水平的“上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