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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引导和促进
文明行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
动社会进步，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本
省 行 政 区 域 内 的 文 明 行 为 促 进 及 其 相 关
工作。

第三条 【基本原则】 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应当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个人自律、社会
共治、奖惩结合、统筹推进的原则。

第四条 【协调机构】 县级以上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内的文明
行为促进工作。

县级以上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办事机
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的规划指导、任务协调和督导检查。

第五条 【相关部门职责】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发挥各自职
能作用，积极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六条 【基层职责】 乡 （镇） 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的要求，负责本辖区内的文明行为促
进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文明
行为的宣传引导，协助做好本辖区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

第七条 【公民参与】 公民应当支持和
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有权劝阻、制
止、投诉、举报不文明行为，对文明行为促
进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人物等应当在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第二章 规范与鼓励

第八条 【概括规定】 公民应当热爱祖
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公
德，恪守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提升个
人品德，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公序良俗及
其他文明行为规范。

第九条 【公共秩序文明行为】 公民应
当遵守公共场所礼仪和管理规范，爱护公共
设施、设备，维护公共秩序，自觉遵守下列
规定：

（一） 着装整洁得体，不赤膊，举止文
明，等候服务依次排队；

（二） 语言文明，不大声喧哗，不使用
低俗语言，不争吵谩骂；

（三） 维护公共安全，妥善处置物品，
不高空抛物；

（四） 开展娱乐、健身、宣传等活动应
当合理使用场地、设施和音响器材，噪声值
不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五） 观看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大型
群 众 性 活 动 ， 应 当 注 重 礼 仪 ， 服 从 现 场
管理；

（六） 在规定时间、区域摆摊设点，不
随意占道经营、店外售货；

（七）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条 【公共环境文明行为】 公民应

当遵守环境卫生管理规范，维护公共环境卫
生，合理使用环境卫生设施，自觉遵守下列
规定：

（一） 维护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地面
和其他设施以及树木整洁，不随意涂写、刻
画、粘贴、喷涂；

（二） 维护公共场所整洁，不乱发广
告、传单；

（三） 减少吸烟行为，不在禁止吸烟的
场所 （区域） 吸烟；

（四） 养成爱护环境的行为习惯，不随
地吐痰，不乱扔口香糖、塑料袋、果皮、纸
屑等废弃物，不乱倒生活垃圾、污水；

（五） 爱护公共场所花草树木和绿化设
施，不采摘花果、攀折树木、损坏绿地；

（六） 保持公厕卫生，爱护公厕设施，
文明如厕，不随地便溺；

（七） 文明祭祀，不随意在城区道路抛
撒、焚烧丧葬祭奠物品；

（八） 防治烟尘污染，不在禁止的区域
内 露 天 烧 烤 或 者 露 天 焚 烧 落 叶 、 垃 圾 等
物质；

（九）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乡村文明行为】 公民应当

保护生态环境，践行村规民约，树立文明乡
风，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自觉遵守下列

规定：
（一） 保护耕地、山林、草场、水域，

不破坏植被，不私挖乱采、不滥捕乱猎；
（二） 保持房前屋后卫生、整洁，不随

意堆放垃圾、粪便、土石、柴草等杂物；
（三） 圈养家禽家畜，保持圈舍卫生，

不影响周边生活环境；
（四） 遵守道路安全规定，不在公路打

场晒粮；
（五） 科学处置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

等农业废弃物，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倡导秸
秆还田，不露天焚烧秸秆；

（六）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二条 【公共交通文明行为】 公民

应当遵守文明出行行为规范和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规定，维护交通秩序与安全，自觉遵守
下列规定：

（一）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遵守乘坐
规则，有序排队，主动为老、幼、病、残、
孕乘客让座；

（二） 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
和座位号乘坐，不得强占他人座位；

（三） 遵守乘车秩序，不得干扰驾驶人
安全驾驶；

（四） 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按照划
分的道路和方向行驶，规范有序停放车辆；

（五） 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减速
行驶，遇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停车让行；

（六） 驾驶机动车主动避让执行紧急任
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
应急车辆，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

（七） 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横
过机动车道时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不
跨越道路隔离设施；

（八） 驾驶、乘坐机动车时，不向车外
抛撒物品，不乱鸣喇叭；

（九）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三条 【社区文明行为】 公民应当

维护社区文明，邻里友善、团结互助，自觉
遵守下列规定：

（一） 合理使用共用区域，不乱搭乱
建，不在建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屋顶、平
台、外走廊、楼道等空间堆放、吊挂影响他
人生活、危害他人安全的物品；

（二） 爱护共用设施设备，不占用消防
通道，不擅自占用他人车位；

（三） 在室内进行装修装饰作业，使用
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娱乐、体育锻炼等
活动，应当遵守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四） 文明养犬，不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定期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指定地点对准
养犬只进行免疫、检疫；出户遛犬应当束犬
链，不携带导盲犬以外的犬只进入公共场所
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携犬出户及时清理犬
只粪便；

（五）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四条 【旅游文明行为】 公民应当

文明旅游，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

宗教信仰；
（二） 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不进行

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
（三） 爱护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等旅游

资源；
（四） 服从景区景点管理，爱护景区景

点公共设施；
（五）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五条 【网络文明行为】 公民应当

文明上网，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 传播健康信息，不编造、散布虚

假信息，不浏览不良信息；
（二） 诚信友好交流，不以发帖、跟帖

评论等方式侮辱、诽谤、欺诈他人；
（三） 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
（四） 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五）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六条 【就医文明行为】 公民应当

文明就医，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 尊重和理解医务人员，配合开展

诊疗活动；

（二） 依法、有序、文明处理医疗纠
纷，不得以任何理由扰乱正常诊疗秩序；

（三）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七条 【职业文明行为】 各行业从

业 者 应 当 遵 守 职 业 道 德 ， 自 觉 遵 守 下 列
规定：

（一）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履职尽责、勤
政务实、廉洁奉公，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 商品经营者、服务提供者应当依
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文明服务，
自觉遵守法定和约定义务；

（三） 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职工
应当勤勉敬业、恪尽职守，遵守工作制度和
操作规范；

（四）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八条 【家风文明】 公民应当弘扬

家庭美德，孝老爱亲，争创文明家庭，遵守
下列文明行为规范：

（一） 尊敬长辈，关心照料和看望问候
老年人；

（二） 夫妻和睦，勤俭持家，培育和传
承良好家风；

（三）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教育其养成
文明行为习惯；

（四）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个人生活文明行为】 本条

例倡导下列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一） 文明餐饮，合理消费，不酗酒，

不铺张浪费；
（二） 低碳生活，节约水、电、气等资

源，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三） 绿色出行，提倡乘坐、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
（四） 移风易俗，从简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
（五） 崇尚科学，情趣健康，不参与愚

昧迷信及其他低俗活动；
（六） 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条 【见义勇为】 鼓励和支持公

民见义勇为，按照有关规定对见义勇为人员
予以表彰、奖励和保障。

第二十一条 【医学无偿捐献】 鼓励和
支持公民无偿献血，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
人体器官 （组织）、遗体，依法保障捐献者
本人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慈善活动】 鼓励和支持
单位、个人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孤、
恤病、助残、优抚等慈善活动，依法保障慈
善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志愿服务】 鼓励和支持
单位、个人依法设立志愿服务组织，依法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

鼓励有关单位、组织为开展志愿服务提
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

第三章 保障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文明创建】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
其办事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
等创建活动，推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开展。

第二十五条 【奖励与优待】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表彰奖励制度，
按照有关规定对文明创建、文明行为及促进
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社会组织对单位职工、会员的文明行为
进行表彰奖励，鼓励和支持单位职工、会员
劝阻、制止不文明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道德模
范等文明行为先进人物的困难帮扶制度。鼓
励用人单位在招聘录用、职位晋升、待遇激
励等方面对道德模范、优秀志愿者等称号获
得者予以优待。

第二十六条 【社会共治】 各级人民
政府及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
其 办 事 机 构 应 当 组 织 制 定 市 民 公 约 ， 指
导、支持行业协会、窗口单位、基层自治
组织、社区、学校等依法制定自律章程、
服务规范、村规民约、业主公约、学生守

则等自律自治规范，动员公民参与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等，应当将文明行为规范纳入本单
位职业规范要求、岗位培训和考核内容，做
好本单位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承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职责的有关部
门、单位，可以聘请文明行为义务劝导员，
协助做好文明行为宣传引导工作。

第二十七条 【设施保障】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科学规划设计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交通、垃圾污
水处理、公共厕所、停车泊位、无障碍设
施等基础设施。

机场、车站、客运码头、高速公路服务
区、政务大厅、医疗机构、大型商场、文体
场馆、景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配备母婴室等设施，鼓励设置第三卫生
间。设施的管理、经营单位，应当加强日常
检查、维护管理，保证设施完好、使用正
常、整洁有序。在设施显著位置设置文明告
知、文明提醒、文明规劝等提示牌。

第二十八条 【客运窗口】 机场、火车
站、汽车站、地铁站、码头等应当规范设置
购票区、等候区、出入通道，设置醒目导向
标志，保持环境整洁卫生；加强乘客购票、
等候、进出站(港)引导管理，维护进出站(港)
秩序。

城乡客运车辆应当按照规定线路行驶，
在规定站点上下乘客，并加强乘客引导管
理，维护正常乘车秩序。

第二十九条 【服务窗口】 各级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公用
企业等，应当根据服务范围和规模，合理布
局服务网点，规范设置服务窗口，完善办事
流程，简化办事程序，推进网上预约、网上
办理等信息化、大数据技术应用，提供便捷
高效服务，及时有序为服务对象办理相关
业务。

第三十条 【旅游服务】 旅游经营者应
当完善旅游设施设备，设置服务设施、游览
导向、注意事项等醒目标志，加强巡查管理
和客流调控，维护正常旅游秩序。

第三十一条 【教育引导】 教育主管部
门和教育机构应当将文明行为教育纳入教育
教学内容，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加强师风学
风建设，培养教师、学生的文明习惯，鼓励
和表彰文明行为。

第三十二条 【乡村文明保障】 各级人
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
其办事机构，应当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和保
护，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移风易俗。

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
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乡风评议，褒扬
乡村新风、制止不良行为。

第三十三条 【人大监督】 县级以上人
大常委会、乡镇人大主席团应当依法对本级
人民政府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进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
会报告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情况，乡镇人民政
府应当向乡镇人大主席团报告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情况。

第三十四条 【舆论监督】 报纸、广
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宣传文明行为促
进工作，传播文明行为，曝光不文明现象，
刊播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发挥榜样正
面引导作用，营造全社会鼓励和促进文明行
为的氛围。

第三十五条 【公布曝光】 公民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实施不文明行为，情节严重、社
会影响恶劣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向其
所在单位、居住社区通报或者采取适当方
式、在适当范围和时限内向社会公布其行为
事实、证据等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及未成年人的个人信
息除外。

第三十六条 【投诉举报】 行政执法部
门应当制定不文明行为举报激励措施，设立
举报、投诉平台，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举报
人、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并为举报人、投
诉人保密。

第三十七条 【信用管理】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
其办事机构，对获得道德模范、优秀志愿者
等称号或者文明行为受到县级以上表彰的，
记入个人档案或者个人信用记录，纳入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建立
健全不文明行为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立
联合惩戒措施清单，按照有关规定实施信用
联合惩戒。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
律责任】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
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正，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中不履
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对有关设施疏于管理、维护，致使
该设施残缺或者丧失功能的；

(三)未依法及时受理投诉或者未及时对
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的；

(四)未依法实施监督管理的；
(五)违反有关规定，弄虚作假、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的；
(六)妨碍履行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职责的

其他行为。
第三十九条 【高空抛物罚则】 违反本

条例规定，高空抛物的，由城市管理部门或
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罚款。

第四十条 【不束犬链等行为罚则】 违
反本条例规定，出户遛犬不束犬链，携带导
盲犬以外的犬只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的，由公安机关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确定的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处警告，并处五
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影响公共环境罚则】 违
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影响公共环境卫生的
行为，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行政主管
部门予以处罚：

（一） 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地面和
其他公共设施以及树木上随意涂写、刻画、
粘贴、喷涂的，责令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

（二） 乱发广告、传单的，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罚款；

（三） 随地吐痰，乱扔口香糖、塑料
袋、果皮、纸屑等废弃物，乱倒生活垃圾、
污水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
以下罚款；

（四） 随意在城区道路抛撒、焚烧丧葬
祭奠物品的，责令改正，并处警告或者五十
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五） 携犬出户不及时清理犬只粪便
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随意堆放罚则】 违反本
条例规定，在建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屋
顶、平台、外走廊、楼道等空间堆放、吊挂
影响他人生活、危害他人安全物品的，由城
市管理部门或者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
罚款。

第四十三条 【吸烟罚则】 违反本条例
规定，在禁止吸烟的场所 （区域） 吸烟的，
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十
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罚款；

第四十四条 【侵害劝阻人、投诉人、举
报人罚则】 违反本条例规定，采取威胁、
侮辱、推搡等方式打击报复劝阻人、投诉人
和举报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处二
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从轻、减轻处罚】 违反
本条例规定实施不文明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
罚，行为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应当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第四十六条 【兜底条款】 违反本条例
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予以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把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我省已启动文明行为促进立法工
作，《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已提交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七次会议初审。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
委、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基层调研
和专家论证会意见，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为使条例符合河
北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参与到
这项立法工作中来，使立法过程成为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和全面提升

我省文明素质的过程，现将《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修改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社会各界人士请将修改意见发送电子邮箱，也可以寄信到河北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修改意见请写明第几条第几款应
该如何修改，理由是什么等。

通讯地址及邮编：石家庄市维明北大街 38 号省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法规二处，050051。电子信箱：hbrdfzgw@126.com。意见征
集截止日期：2019年3月20日。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019年2月20日

本报讯（记者米彦泽）记者近日从省
住建厅获悉，今年我省将加快推进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特别是焚烧处理设施建
设，推进水、气、热等老旧管网改造建设，
全面完成城市易涝点整治和黑臭水体治
理，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全省住建部门将聚焦新市民住房、城
镇化空间载体建设等4方面，不断完善政
策措施，改进方式方法，谋细做实新型城
镇化工作。

聚焦人口市民化，大力推进城镇
安居工程，加快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
进一步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和住房保障

体系，年内开工棚户区改造住房 11.9
万套，基本建成 3.8 万套。编制公租房
三年发展规划，增加公租房有效供应。
抓好住房租赁试点，培育和规范住房
租赁市场，以多元化供给、多渠道保障
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住房需求，帮
助新市民早日实现安家定居梦，促进

“3 个一亿人”城镇化方案实施。
聚焦城镇化空间载体建设，大力推

进城镇功能品质提升，建设没有“城市
病”的美好城市。扎实做好老旧小区改造
和城中村改造工作，在城市有机更新中
实现功能完善、环境改善、邻里亲善。统

筹城市的空间品质、人的生活品质和产
业的发展品质，推进 15 分钟城市居民活
动圈建设，实现以城兴业、以城聚人、以
城留人等多赢。

聚焦城镇体系短板，大力推进县
城建设管理和特色小城镇建设。制定
县城高质量建设管理指标体系和定期
评估机制，着力解决环境脏、容貌乱、
管理差等突出问题，确定年度目标任
务，落实支撑项目，掀起新一轮建设管
理热潮。高质量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
打造一批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旅游大
镇、文化名镇、生态美镇、交通要镇，

形成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聚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大

力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改善，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加快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
房安全问题，扎实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将
4 类重点对象的危房全部纳入今年改造
计划，实现应改尽改，并统筹推进其他群
众的危房改造工作，确保2020年不再有
群众生活在危房里的目标。加快城乡生
活垃圾收运一体化处置体系建设，年底
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置的村庄覆盖率达到
90%；全面开展农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整治，年内完成80%以上。

建设没有“城市病”的美好城市

我省今年将全面完成城市易涝点整治
（上接第一版）
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各

地各部门要把问题排查整改
与长效机制建设结合起来，既
狠抓集中整改又堵塞制度漏
洞，做到标本兼治。要严格落
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
负面清单的“三线一单”制度，
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刚
性约束，严格规划、土地、项目
审批，严格安评、环评，严格落
实施工许可和商品房预售许
可制度，坚决遏制损害生态环
境的违法违规行为。严禁房
地产建设项目侵占生态保护
红线，明确监管责任，强化部
门协同，严格监管执法，杜绝
监管盲区，对违法违规项目，
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

制止、第一时间查处，并追责
问责。

切实形成工作合力。要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
识 ，做 到 守 土 有 责 、守 土 负
责、守土尽责，市县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亲自上手，分管负责
同志具体抓、抓具体，并承担
分管责任，自然资源和规划、
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等部
门要分工负责、协调联动，组
成工作专班，深入扎实、积极
稳妥地做好集中排查整治工
作。要层层压实责任，问题查
处整改结果逐级签字背书，对
因整改不彻底、落实不到位
造成恶劣影响的，严肃追责
问责。要加强宣传引导，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形成良好
舆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