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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3月 1
日，《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实施启动仪式暨“文
明行为促进月”市级示范活动在九龙
坡区举行。我市各地同步开展文明
行为宣传、实践活动。

文明大践行，你该怎么做

市级示范活动现场，市文明办、
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妇联、九
龙坡区等13个市级部门和区级部
门，围绕《条例》相关条款内容设置了
13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前往了解。

“践行《条例》中的文明用餐，我
们打算联合巴国城餐饮一条街的商
家进一步推广‘光盘行动’，具体怎么
搞，请大家各抒己见。”在九龙坡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社工中心共享
空间，入驻这里的冬青社工、兴民社
工等社会组织专业社工，联合黄桷义
工负责人、五色志愿者负责人、暖阳
志愿者负责人等，正在开展“文明大
倡导，社工怎么办”社工项目讨论。

社工们告诉记者，《条例》对他们
的工作是一大助力，借此东风，他们
打算开展几场“头脑风暴”，将《条例》
的相关内容和九龙街道正在举行的
社工项目服务大赛结合，产生“1+
1＞2”的效果。

“过马路要怎么走”“遛狗要怎么
办”“外出赏花如何收拾垃圾”……大
渡口区人大代表、八桥镇丽景社区党
委书记谢和群走进小区院落，通过简
单的提问，不断强化居民们的文明意
识。

围绕《条例》中公共秩序、公共卫
生、社区文明、文明出行、文明用餐、
文明旅游、医疗秩序等方面，谢和群
帮大家“敲重点”，“每一条都与大家
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大家文明了，
社会会更和谐、生活会更幸福。”

让《条例》走进城乡社区、
走进群众心田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条

例》规定每年3月为我市“文明行为
促进月”，这是我市的创新举措。我
市将结合“3·5”学雷锋日，统筹抓好
文本宣传、新闻宣传、社会宣传和文
艺宣传，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
的宣传格局，推动《条例》走进城乡社
区、走进群众心田。

目前，我市正统一印制、编辑《条
例》单行本和图绘本，发放到城乡社
区、广大群众。同时，利用基层立法
联系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道德讲堂、梦想课堂等阵地，采
取法治教育、“榜样面对面”、社区龙
门阵、院坝会、班组会、有奖问答等形
式，开展对象分众化、内容通俗化、形
式多样化的宣传活动。

为推动《条例》走进社区小区、
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千家万户，九
龙坡区历时两个月创作了连环画，
图释《条例》。九龙坡区社科联主
席李金国透露，下一步，九龙坡将
根据《条例》制作动画短视频，在多

个区级平台传播，扩大《条例》宣传
范围。

荣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
责人就表示，将把《条例》推广纳入今
年“小院讲堂”的活动计划，组织志愿
者通过画主题漫画，条例宣讲、有奖
知识竞赛等形式开展宣传。

建立健全配套机制处罚不
文明行为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透露，我市
有关部门将建立健全《条例》的相关
配套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文明行为先进典
型的表彰奖励、优待制度，明确表彰
奖励、优待的主体、对象、条件、方式
等事项。

二是建立参加公益服务办法，
明确不文明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但情节轻微，行为人自愿申请参加
并完成公益服务的，依法从轻、减轻
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形和认

定标准。
三是建立不文明行为记录和曝

光办法，对行为人多次故意实施不文
明行为，或者故意实施不文明行为并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教唆、诱骗
未成年人实施不文明行为的，将视其
情况纳入不文明行为记录，必要时向
行为人工作单位或者社区通报；行为
人因实施不文明行为，多次受到行政
处理仍不改正，我市将在合理范围内
公开其不文明行为，用德法并举的手
段，切实推动市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
明程度得到提高。

为加强监督指导，市和区县文明
办将设立公开监督电话，接受公众监
督，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履行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职责和义务。同时，会同
有关部门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道德典型、优秀志愿者、热心市民等
参与监督，深入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
开展暗访评估，督促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落到实处。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
相关部门将建立健全配套机制，不文明行为将被记录和曝光 □本报记者 张莎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可谓字斟句酌，易稿十余次
而成。”3月1日，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讲述了《条例》出台背后的历程。

据介绍，早在2019年8月，我市就
组成了《条例》起草组。在调研起草阶
段，起草组先后赴我市6个全国和市级
文明城市，组织了6场先进典型、宣传委
员、机关干部、市民代表等参加的专题调
研会，收集了200余条意见和建议。

形成初稿后，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又征求了20家市级部门和9个中心城
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办的意见，收集吸纳
建议105条；2次征求西政行政法专家
的意见，收集吸纳建议36条；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还在“重庆文明网”上开展

“网络问卷调查”，收集建议1.7万余条，
经过梳理、归类、讨论，吸纳127条。前
前后后共修改了10稿。

在立法修改阶段，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累计收集建议125条；同时，市级部
门也提出了56条书面修改建议。起草专

班对这181条建议，逐条分析、充分吸纳，
经过4次闭门修改论证，形成了第13稿。

2020年7月28日、9月27日、11月
30日、12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先后4
次审议《条例》草案。期间，又先后4次
通过不同方式，广泛征求全体市人大代
表的意见和建议。

“一年多来，我们根据30余万份有
效调查问卷和多方征求意见结果，列举
了人民群众广泛关注、各方反映比较集
中的重点问题，如抢占霸占座位、随地吐
痰、高空抛物、餐饮浪费等。”该负责人介
绍，2021年1月25日，《条例》经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条例》分六章，共61条，从维护公共秩
序、讲究公共卫生、提倡文明出行、倡导
文明用餐、文明使用网络等14个方面进
行了重点规范。

该负责人表示，《条例》的出台，是市
人大参照全国人大《民法典》立法的做
法，常委会四次审议，并召开各区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和专委会主任培训会，提
前征求全市人大代表意见，最后提交市
人大全体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广泛调研 易稿十余次而成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出台背后

本报讯 （记者 张莎）3月1日起
施行的《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凝聚着广大市民的文明
共识，是全体市民“新时代的文明契约”，
记者采访到“时代楷模”马善祥、乡村“百
姓名嘴”李紫扬、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
全国文明家庭代表陈丽芳、新时代好少
年白镜佑，请他们谈谈对践行《条例》的
建议。

马善祥认为，维护社区文明，应遵守
公共秩序、爱护坏境卫生，言行举止得
当，邻里团结互助。

李紫扬是一名乡村干部，她说，维护
乡风文明，应遵守村规民约，崇尚勤劳致
富，抵制大操大办、抵制薄养厚葬，用实
际行动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乡风。

刘希娅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维
护校园文明，应坚持立德树人，遵守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
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以优良的
师德师风带动教风学风。

“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
俭持家，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好家庭、秉
持好家教、传承好家风。”这是陈丽芳对
家庭文明的理解。

白镜佑认为，新时代好少年学习遵
守《条例》，要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
怀，弘扬时代新风，争做时代新人，勤奋
学习、孝敬父母、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热
爱劳动、身心健康。

据了解，在践行《条例》的过程中，我
市将发挥好各级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和各级各类
道德模范、感动人物、身边好人等先进典
型的示范作用，引导市民争做文明有礼
的重庆人。

争做文明有礼的重庆人

“时代楷模”、全国人大代表有话说

错峰通行新规实施后，仍有市民对
新规有疑问，记者针对这些疑问，采访了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民警。

问1：网约车是否不受此次错峰出
行规则限制？

民警：根据规定，新能源车辆、出租
车和部分特种车辆将不受新规出行限
制。经合法性审查通过的网约出租车，
其行驶证上会标注为“预约出租客运车
辆”，它们承担着社会运营服务功能，故
不受错峰通行限制。

问2：车牌最后一位是英文字母，怎
么判定限行日？

民警：如果车牌最后1位或2位是
英文字母的，以最后1位数字为准，例如

“渝A·768XM”，则以数字“8”为准，星

期三为限行日。
问3：如果闯禁，将受到什么处罚？
民警：违反错峰通行规定的，将按

照违反交通禁令标志的处罚规定，罚
200元、记3分。同时，公安机关将会
加大对假套牌、遮挡号牌等严重违法
行为的查处，请市民不要抱有侥幸心
理。

问4：如果发现即将进入受限区域
怎么办？

民警：这里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受限
号牌车辆驾驶员发现自己即将在受限时
间进入受限区域后，应尽快从最近的支
路择道通行，或选择周边停车场停车后
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出行，切不能就地停
车影响正常通行秩序。

这些你关心的问题，民警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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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3月1日，是
我市部分桥梁隧道实施错峰通行新规的
首个工作日，重庆日报记者多地探访发
现，除少量车辆闯禁外，大多车辆自觉遵
守新规，实施错峰的桥隧拥堵状况有所
改善。

现场目击：桥隧通行畅通

早上6点45分，离早高峰实施错峰通
行还有15分钟，记者在嘉华大桥北桥头
看到，有少量车牌尾号为1和6的车辆正
加速通过嘉华大桥。在通往嘉华大桥的
渝澳大道、李家坪立交等交通要道上，电
子交通提示牌不停翻动，提示错峰通行新
规和当日禁止通行的车辆号牌尾号。

在李家坪立交分流道和嘉华大桥北
桥头立交分流道旁，均摆放或安装了全
新的交通指示牌，白底黑字的指示牌上
写明了每日禁止通行的车辆号牌尾号，
以提醒广大市民注意。记者打开导航软
件发现，软件已根据用户绑定车牌号的
尾号，自动避开限行区域，并规划合适的
路线。

在早高峰禁限的头1个多小时，嘉
华大桥从江北往渝中方向的车流量较往
日明显减少，整条道路十分畅通，车辆通
行速度较快。其间，仅有3辆车牌尾号
是1或6的车辆闯禁通过。直到上午8
点20分，嘉华大桥从江北往渝中方向的
车流才逐渐增多，出现缓行现象。而以
往，嘉华大桥往往在7点半以后就会出
现缓堵。

数据监测：高峰流量下降12.9%

新规首日，实行错峰通行的桥隧交
通流量如何呢？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监测，错峰通行的
桥隧高峰流量同比平均下降12.9%。其
中，渝澳大桥、鹅公岩大桥、朝天门大桥
下 降 最 为 明 显 ，分 别 下 降 25.4%、
20.4%、18.7%。

限行桥隧早晚高峰平均车速同比提
高13.2%。其中，东水门大桥、真武山隧
道、高家花园大桥及复线桥提升最为明
显，分别提升46.1%、34.3%、31.4%。

限行桥隧周边道路运行也有所好
转，其中，东水门大桥周边盘龙至南山立
交，渝澳大桥周边华唐路口，鹅公岩大桥
周边南北大道等桥隧周边道路好转较为

明显。
中心城区其他未限行区域未出现明

显缓行，交通运行也呈现好转态势，早晚
高峰平均车速29.5公里/小时，同比提升
18%。

另据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通报，当
天通过28处电子抓拍和现场执法的方
式，抓拍到闯禁交通违法行为210余起。

应对新规：提前规划出行方式

新规实施后，市民出行该如何应
对？记者就此采访了包括学生家长在内
的几位市民。昨日是我市中小学开学第

一天，记者在渝北区皇冠实验中学门口
采访到驾车送孩子上学的陈女士。“我的
车牌尾号是9，周四限行时，我可能会选
择轨道交通送孩子上学。”家住南岸弹子
石的陈女士表示，她特地查看了轨道交
通路线，打算在弹子石乘坐轨道环线到
五里店站，再转乘轨道6号线到黄泥塝
站下，步行到皇冠实验中学。

“我的车牌尾数是7，周二将受到限
制，我已经提前看好了公交线路，准备选
择公共交通出行。”市民李俊峰告诉记
者，新规虽然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便，但
是如果能缓解交通，他仍然非常支持。

早晚高峰时段错峰通行新规实施首日

限行桥隧平均车速提高13.2%
中心城区平均车速提高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