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
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间思想引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
领互联网内容建设，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走深走心走实。加强重
点理论网站、公众账号、客户端
建设，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特别是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有
针对性地开展网上理论宣传活
动。精心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
传，加强网络传播手段建设和创
新，打造“现象级”传播产品。深
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实施移动
优先战略，加大中央和地方主要
新闻单位、重点新闻网站等主流
媒体移动端建设推广力度。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间行为规范。着力提升青少年
网络素养，进一步完善政府、学
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网络素
养教育机制，提高青少年正确用
网和安全防范意识能力，精心打
造青少年愿听愿看的优秀网络
文化产品。健全防范青少年沉
迷网络工作机制，依法坚决打击
和制止青少年网络欺凌，保护青
少年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强化网络平台责任，加强网站平
台社区规则、用户协议建设，引
导网络平台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加强互联网行业自律，坚持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价
值导向，督促互联网企业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发挥行业组织引
导督促作用，促进行业健康规范

发展，鼓励支持各类网络社会组
织参与网络文明建设。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间生态治理。深入开展网络文
明引导，大力强化网络文明意
识，充分利用重要传统节日、重
大节庆和纪念日组织开展网络
文明主题实践活动，教育广大网
民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弘扬文明
风尚。进一步规范网上内容生
产、信息发布和传播流程，深入
推进公众账号分级分类管理，构
建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为依托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
制。深入推进“清朗”“净网”系
列专项行动，深化打击网络违法
犯罪，深化公众账号、直播带货、
知识问答等领域不文明问题治
理，开展互联网领域虚假信息治
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
安全法贯彻实施，加快制定修订
并实施文化产业促进法、广播电
视法、网络犯罪防治法、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间文明创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向网上延伸，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
媒体中心作用，加强网民网络文
明素养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推动
基层开展网络文明建设活动。开
展军民共建网络文明活动，促进
军政军民团结。积极打造中国网
络文明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
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
文明互鉴平台。深入实施争做中
国好网民工程，引导广大网民尊
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引
导全社会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净
化网络环境。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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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本报讯 9月13日至14日，
市政法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提升
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专题研讨
班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于绍良作开班动员。

于绍良指出，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深刻认识统筹发展和安
全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更好推进新时代
上海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印发

保护青少年网络空间合法权益
●着力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进一步完善政府、学校、家庭、

社会相结合的网络素养教育机制，提高青少年正确用网和安全防
范意识能力，精心打造青少年愿听愿看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

●健全防范青少年沉迷网络工作机制，依法坚决打击和制止
青少年网络欺凌，保护青少年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加快制定修订并实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市政法系统举行专题研讨班

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上海中心22楼是陆
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心所在
地，也是素有“上海第一高”之
称的党群服务中心。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全英
文课在这里展开了试讲。两位
中青年教师来自浦东新区区委
党校，他们分别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和《“一带一路”：融通
中国梦与世界梦》为题，用流利
的英文讲述中国智慧和大国外
交，也为陆家嘴写字楼里的党员
白领展开了一场生动的全英文
党课。

未来将设涉外课程
对外籍人士开展授课
来自浦东新区区委党校经

济与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陆林
率先展开讲述。他语速很快，侃
侃而谈。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旨，
结合当今所处时代背景、十九大
精神以及最新的习近平“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用全英文解读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讲述既
有理论高度，也有丰富内涵，采
用标准的英式发音，不禁让现场
学员大为振奋和羡慕。

课后，陆林告诉记者，该课
程早在2018年下半年就已正式
进入课程开发，率先在区委党校
青年干部培训班里进行试点。
课程涵盖领域非常广泛，比方

说，政治理论、国际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甚至还有一部分科
技领域的内容。因此，陆林在课
程开发阶段投入了巨大精力。

“一段时间甚至出现过停滞不前
的情况。学校积极搭建平台，多
次提供学习培训机会，邀请专家
教授来校指导，征询学员意见和
建议，不断打磨完善，课程质量
有了很大提升。”

2020年，由陆林主讲的课程
正式定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人
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今年，该课程已入选2021
年市委党校涉外培训网络课程。
先期在青年班、陆家嘴金融城白
领中通过试讲对课程做进一步的
修正打磨，未来将作为涉外课程，
来为很想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外籍人士开展授课。

浦东区委党校的强项就在
于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在保证
理论成果的专业度和准确性基
础上，再来开发英文党课，则更
具有信服力。在党校青干班的
率先试点中，该课程反响热烈。
每期课程每天早上安排半小时
学习，连续学习六次，共计三小
时。很多学员直呼不过瘾。这
次9月新开班青干班早早就已经
安排上了这门课，学员们也已经
开始翘首以盼。

兼顾当代热点
和青年的兴趣点

记者发现，在英文党课的课
程设计上，既有理论前沿，也兼

顾了当代热点和年轻人的兴趣
点。主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人类
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
陆林，是 70 后骨干讲师；主讲
《“一带一路”：融通中国梦与世
界梦》的经济与社会学教研部青
年骨干教师王畅，是介于90后交
界点上的年轻学者。她的主要
研究方向是“一带一路”、大国外
交。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
课题“互联网+人文交流”助推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研究，还参
与了浦东青少年十四五规划的
编制。两堂英文党课，分别各有
侧重点，语汇不尽相同，也代表
了中青骨干在课程类型上的多
样性。

王畅告诉记者，参与授课她
最大的收获是体会了教学相
长。“我需要找到青年人学习的
难点，用青年人喜欢的语言方
式、多媒体表现形式来刺激年轻
人的学习兴趣点。”

在她看来，全英文党课也具
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浦东开发
开放从第一天起，就是‘站在地
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而且如
今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浦东的干部更需要提
高自身素质，必须要有世界眼光
和战略思维，而这个世界眼光和
战略思维要用听得懂世界的话
语来学习世界，同时也要学习用
世界的话语来表达自身主张。
这也是浦东更好向世界展示中
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
题中应有之义。”

青年报：人们也会好奇，对

于中国的党校学员，为什么一定

要用英文党课的形式？

陆林：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
的国际眼光、全球视野。现在，我
们必须扩大中国在全世界的声
音，我们自己的干部视野需要得
到开阔，专业素养也包括政治素
养都需要得到提升。我们正好把
政治理论素养与英文加以结合，
也符合当今时代我们对青年干部
的要求。因为他们有可能面临阅
读英文版的政治类新闻，他们在
工作中也有可能会面对来自国外

的采访，接触外国人士。他们势
必也是中国精神的传播者。

青年报：对于授课老师，难

点在于什么？

陆林：中央指出，对外宣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
战略性任务。接下去，准备结合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课程
内容作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其
次，还要结合即将召开的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明年召开的党的
二十大等重大会议精神不断对
部分课程内容进行更新；再者，

就是要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如
世界经济形势、地区热点问题、
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
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
威胁等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挑
战的变化；结合避免修昔底德陷
阱的具体中国方案：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
中美关系；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
的重要中国方案：积极促进“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最新
进展，不断对部分课程内容进行
充实，以确保课程内容紧跟形
势，常讲常新、入脑入心。

在“上海第一高”听一堂全英文党课
一场别开生面的全英文党课正在开讲。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摄

开阔青年视野 传播中国声音

14 日下午，福建省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情
况。9月10日至9月14日8时，
福建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
确诊病例120例（莆田市75例、
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在莆
田市）。目前，确诊患者、无症状
感染者均已转至定点医院收治，
无重症患者。

福建省卫健委副主任杨闽
红说，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全力
追踪本次疫情密切接触者、次密
接者，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根据流调结果，截至 9 月 13 日
24时，三地共划定4个中风险地
区，2个高风险地区。交通部门
按照相关要求加强中高风险地
区的交通管制，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原则上非必要不出行。

据新华社电

福建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
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