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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典范城市
成都要抓住“幸福城市”特质

迈向“文明高峰”
——对话《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首席专家鲍宗豪

成都连续五届
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的荣誉称号之后，文
明城市创建正在走
向“典范”阶段。

日前，《成都市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行动方案》发布，
提出成都要实施思
想政治引领行动、文
明素养培塑行动、幸
福成都提质行动、城
市治理提升行动、天
府文化浸润行动、功
能品质提升行动六
大行动，到2023年
底，成都各创建目标
取得全方位、深层次、
整体性成效，实现从
“文明高地”迈向更具
影响力、辐射力、引领
力的“文明高峰”。

如何把握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的特点和宗旨？如何
“抓重点、破难点、出
亮点”？近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对话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上海华夏社会
发展研究院院长鲍
宗豪，他是历年来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数个版本的首
席专家，也曾指导多
个城市“创城”。

在鲍宗豪看来，
成都争创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要把握“幸
福城市”的特质，以
民生工程的落实提
升居民幸福感，要注
重道德精神、志愿服
务精神、人文精神的
重塑和政治意识、规
则意识、文明意识的
培育，以此重塑城市
精神。

记者：成都是一座拥有超过2000万常
住人口的特大城市。您对成都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有哪些建议？全国哪些城市的
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鲍宗豪：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是模范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
展、社会治理能力和城市治理水平高效能提
升、群众生活质量和城市发展品质高水平改
善、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高标准示
范，具有显著的创建带动力、价值引领力、区
域辐射力、国际影响力的文明城市范例。

从学理上看，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四
高”、“四力”的要求比过去全国文明城市的
测评更上一个档次。从创建来看，成都要在
2021年、2022年的测评中排名必须靠前，才
有可能获得参与明年第一届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测评的资格。所以，要依据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体系，结合成都实际，突出争先创优
进位要求，注重“抓重点、破难点、出亮点”，
形成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工作标
准，对各区县（市）和市直部门进行测评。

在这方面，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宁
波委托我们华夏院已经建构了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工作的标准，并且突出“无感测评”，
以避免创建工作中发生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突击迎检或严重干扰群众正常生产生
活问题。“无感测评”主要通过宁波的大数
据开放平台等，网上评估各区县（市）和市
直部门常态工作数据；“实地考察”主要以
暗访方式进行，不到现场查阅台账资料；

“问卷调查”以入户调查方式进行。
成都“出亮点”要抓住城市的特质。
一个是“幸福城市”的特质，可以说居

民幸福指数既是成都的一张名片，也是近
20 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价值诉求和取
向。过去有人提出将居民的幸福指数纳入
指标体系，但我们觉得用“幸福”作为评价
标准来测评全国文明城市，主观性太强。民
生的幸福感、幸福指数可以通过大量民生
工程来提升。如通过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能解决公共卫生、老龄化，及社区医院
短缺等问题；通过提供多元化、多样化的就
业岗位，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
入问题，还可以通过实现蔬果生产就地化、
本地化，以减少蔬果运输所产生的大量碳
排放；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
建设紧凑型城市，减少耕地占用，能够实现
低碳交通。只要这些做好了，居民的幸福感
自然就上去了。

另一个特质，是重塑城市精神。不同城
市的城市精神，是当代“中国精神”的缩影，
从不同方面反映着“城市梦”、“中国梦”。城
市精神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
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重塑城市精神包括道德精神的重塑、志愿服
务精神的重塑、人文精神的重塑、政治意识
的培育、规则意识的培育、文明意识的培育。

以上重塑三种“精神”、培育三种“意
识”的过程，也是重塑一个城市的“城市精
神”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在创建过
程中形成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
市精神，上海塑造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成都需
要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过程中，塑
造自己的城市精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钟茜妮

记者：在您看来，2003年
开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主
要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近 20
年后再度提出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关注的重点和要
求有什么改变？

鲍宗豪：全国文明城市
的创建伴随着中国特色可持
续城镇化来推进的。以文明
城市创建引领的可持续城
镇化，目的在于引导城镇走
出“不文明发展”带来的负
面效应。

2003 年，我国正处于城
镇化率快速发展阶段，在短
短 30 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
1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国内
一些二、三线城市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以及对

“城市病”的治理成为政府与
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是文明
城市创建首要解决的“不有
序”发展的负面效应。

其次，是为了解决“不均
衡”发展的负面效应。我国发
展的不平衡、不均衡现象突
出，不仅“经济一条腿长、社
会一条腿短”现象有待解决，
而且“社会短腿”问题较为严
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
存在。

最后，是为了解决“不幸
福”发展的负面效应。为了

“GDP 的增长而发展”，为了
城镇化速度的发展不可能提
高国民幸福指数。以民生幸
福为本、共建共享的文明城
市，注重引导城市建设的投
资转向集贸市场、背街小巷、
街镇、社区、公共文化设施，
测评关注的也是与民生幸福
相关的认同度、满意度。

近20年的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为提升中国发展的“软
实力”，完善中国城市发展的

“软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时代，全面深入推

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促进

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的
提高，肩负着更加重要的意
义和使命。全国文明城市要
成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
因为其鲜明的民生幸福导
向，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认
同和共同追求。文明城市创
建，不仅为“中国梦”打造了
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城市形
态，而且点亮了城市的人文
内涵，发掘了城市的文化传
承，培育出风格独特的城市
精神，让城市更富魅力、更有
温度。

2021 年版《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体系》将之前版本的

“思想道德建设”板块，改为
“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
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是因为“十四五”时期中国
的发展已由“全面小康”进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
发展，需要建设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载体。

同时，建设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核心是建
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021年
版测评体系在该“测评项目”
下，设置了 5 个二级指标，25
个测评项目的三级指标。也可
以说，通过25个测评项目、55
条测评标准，来支撑“具有强
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精神文
明”。也正因为如此，文明城市
创建成为建设具有强大生命
力和创造力的精神文明的载
体，所以对宣传部、文明办自
身的测评比重大大提高，达到
了40%左右。

记者：您在研制《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体系》过程中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在
近20年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每届使
用的测评体系都进行了修订。您关注到
哪些修订的亮点？对地方城市的发展有
何影响？

鲍宗豪：某种意义上来说，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是在文明社区的基础
上研制的。2000 年初，我们在上海浦东
新区和卢湾区做上海文明社区指标，穿
街走巷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了
解了民情民意，掌握了数以万计的数据
资料。

2002年，中央文明办找到上海市文
明办，建议上海在文明社区测评体系的
基础上研制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我
作为学者，主要从文明城市应该怎样更
好地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来研制推进。
当时整个测评体系的研制历时两年八
个月，因为国外的评价指标落不了地、
也不能参照推广，必须研制一套有理
念、有高度，能跟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一
致又能落地的体系。

研制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资料分析
与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与专题研讨、中
试与修改、论证与报批 4 个阶段，先后
深入 9 个城市进行调研，召开 5 次专题
研讨会，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
者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征求意
见稿；又先后召开 4 次座谈会，征求国
家有关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
明办的意见，修改形成中试稿，并选择
13个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测试。为了确
保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引领是一把尺
来衡量的，又考虑到当时不同区域、不
同层级的城市在硬件设施上的发展差
异，设置了“调节指标”，将东部、中部、
西部城市放在阶梯性标准来衡量。这个
方法直到现在还保留着。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作为文
明城市创建实践水平的绩效评价系
统，它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功能，是
一个可持续评价城市文明的有机系
统，所以，它是开放的，它可以随着文
明城市创建实践的需要与水平的提高
而修正、完善，引导全国文明城市的创
建活动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因此先后
形成了 2005 版、2008 版、2011 版、2014
版、2017 版、2021 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从 2005 版到 2017 版测评体系，
基本的结构模型没有大的变化，只是
根据时代的需求作修正完善。2021 版
的测评体系，仍然保留了“精神文明”+

“七大环境”+“长效常态创建”的框架
结构。

文明城市作为城市的形态文明、功
能文明、素质文明的有机统一，三者有
机统一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
座城市的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
重、和谐宜居的水平。《测评体系》不仅
对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
设设置了测评项目、测评内容，而且将
一个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
等量化为测评标准；不仅明确城市形态
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的评价对象，
而且每一条测评指标都有城市、城区相
关的政府部门作为责任主体。

文明城市创建成为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
和创造力的精神文明的载体

文明城市是城市形态文明、功能
文明、素质文明的有机统一

成都“出亮点”要抓住城市特质
重塑三种“精神”培育三种“意识”

鲍宗豪

四川今年上半年
大宗农产品例行监测
总体合格率99.5%

8 月 4 日，记者从 2022 年
上半年四川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及投入品安全情况新闻通气会
上获悉，四川今年上半年的蔬
菜、水果、茶叶、畜禽蜂产品和
水产品等大宗农产品例行监测
总体合格率为99.5%。

据了解，四川全省农业农
村部门年度定量抽检各类农
产品样品达到 13 万批次。需
要注意的是，随着低毒低残留
农药推广，农业生产用药的变
化，传统快检手段和技术难以
发现风险问题。今年，四川在
邛 崃 市 、大 邑 县 等 10 个 县
（市、区）开展农药残留胶体金
免疫速测技术试点，与传统
的酶抑制法相比，胶体金免
疫速测针对性更强、灵敏度更
高，弥补了对常规农药的检测
空白。

另外，今年四川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计划主要在三个方
面进行了改进，包括保证监测
数量、监测科学精准以及确保
覆盖面。其中，在监测数量方
面，截至7月底，四川全省已定
量抽检农产品样品 5.88 万批
次，按四川省常住人口 8367.5
万核算，达到每千人0.7批次；
在监测科学精准方面，除了继
续组织实施例行监测、监督抽
查、专项抽查、县域监测和飞行
检查外，监测指标由 154 项增
至161项，增加了噻虫胺、灭蝇
胺、咪鲜胺等参数。比如，蔬菜
监测参数有 61 项，水果有 68
项，畜禽蜂产品有 35 项，水产
品有30项；同时还将在此基础
上做到及时动态调整补充。在
确保覆盖面方面，四川新增了
对牛蛙、肉兔和鹌鹑蛋的专项
监测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国内多家航司
今起下调燃油附加费，

最高省60元

连续五连涨后，国内机
票燃油附加费收费标准终于
降了。

8 月 4 日，南方航空、祥鹏
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公
告，8月5日起下调国内航线燃
油附加费收取标准：航线距离
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
加每航段收费标准为人民币
80 元；航线距离 800 公里以上
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收费标准
为人民币140元。

这是今年2月燃油费恢复
征收以来首次下降。

据了解，今年1月5日，国
内航线取消了燃油附加费的征
收；2月5日，燃油费恢复征收，
800公里以下和以上航段分别
收取10元和20元。此后经过多
轮上调，截至 7 月 5 日，800 公
里以下和以上航段已分别上涨
至100元和200元。

经过最新一轮下调，当前
旅客在8月5日后买一张机票
相比下调前最高节省60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中国医院科技量值发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连续九年综合排名第一

记者8月4日从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获悉，2021年度中国医
学院校/中国医院科技量值
（STEM）暨五年总科技量值
（ASTEM）正式发布。

在“综合榜”上，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连续第九年位列全
国 第 一 ，五 年 总 科 技 量 值
（ASTEM）排名第一。在“学科
榜 ”上 ，排 名 前 三 的 学 科 由
2020年度的13个增加到15个，
麻醉学、泌尿外科学、重症医
学、护理学、急诊医学排名第
一，传染病学、肾脏病学、变态
反应学、普通外科学、神经病
学排名第二，消化病学、结核
病学、呼吸病学、骨外科学、肿
瘤学排名第三。

科技量值评价体系坚持
以科技创新质量、绩效、贡献
为核心，围绕科研全过程，从
科技产出、学术影响和科技条
件进行全方位评估，以综合反
映医学院校、医院科技创新能
力。此外，基于最新指标体系
和一定年份数据积累测算结
果，今年特别发布了总科技量
值，更好地反映了机构长期稳
定的科研实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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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琴小区经过升级改造，舒适度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