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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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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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请介绍一下出台《纲要》的背景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

设，立根塑魂、正本清源，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不断提升，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为
弘扬，崇尚英雄、尊重模范、学习先进成为风尚，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大大增强，
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高，道德领域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
良好态势。

党中央2001年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至今已有18年，我们面临
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
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此时出台《纲要》这样一个指导
性文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这些年
的工作实践，客观看待成绩和经验，准确把握道德建设领域存在的不足和问
题，科学分析新时代对公民道德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的任务要求，对于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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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要求，把涉及有关方面的重要内容和抓落实的内容更加鲜明地体现出
来，使新时代特征贯穿《纲要》始终。二是尊重群众实践。《纲要》总结了2001
年党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
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
学把握，突出群众性、实践性、可操作性，设计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渠
道载体，为深入开展基层道德建设提供根本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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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记者从北京海关获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际及港澳台航线27日正式开
航，首日共有出境航班9架，入境航班6架。

27日上午7时50分，去往泰国曼谷的CA757航班起飞，这批乘客是从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通关的首批旅客。上午9时13分，来自英国的BA039航班平
稳降落，这是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落地的第一架国际航班。

记者在大兴国际机场看到，北京海关采取多项措施，优化旅客出入境流

程。旅客出境时，在海关卫生检疫查验台和手提行李申报台前，海关关员并未
再对手提行李进行查验。旅客通过安检后，直接走向边防检查站。“我们对原有

‘托运行李五级安检’系统进行了设备整合和系统升级，在实现监管‘隐形化’基
础上，保证海关对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的职权不变、效能提升。”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海关关员张博说。 新华社电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相关工作稳步推进
记者从第一届中国空间科学大会上获悉，我国载人月球探测相关工作正

稳步推进，有望在月面建设科学考察站，为人类踏上火星奠定坚实科学与技
术基础。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陈善广在于厦门举行的这次大会上表示，
近年来，月球探测被主要航天国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全球迎来新一轮探月
热潮。我国对载人航天后续发展也进行了深入论证和长远谋划，就载人月球
探测实施方案开展了多轮深化论证，形成了总体共识和初步方案，目前相关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第一届中国空间科学大会由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发起并主办，于25日至
28日在厦门举行。 新华社电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际及港澳台航线正式开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