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停车让行、一
场文明之舞、一个善意
微笑一片整洁社区、一
条干净楼道……这是三
明这座城市美丽的文明
风景线。如今，抵制不
文明行为有了法律武
器，“文明三明”这张城
市名片就能擦得更亮。

9 月29 日，《三明市公共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经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
予以批准，将于12月1日起施行。由
此，我市首部关于“文明”的地方性法
规孕育而生。

从公共场所到交通出行，再到社
区环境，人们的生活习惯都将因这部
法规而悄然发生改变。

法促文明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温度。文明

行为是文明素质的外在表现，是衡量
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内核”。

我市是全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的发源地，并于 2015 年获得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如何将文明
“软力量”转化为城市“硬实力”？我
市迈出了一步又一步扎实的脚步。

2017年7月，我市在全省率先出
台了政府规章——《三明市市区文明
行为促进办法》，进一步巩固提升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成果，推进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制度化。

去年，中共三明市委九届九中全
会作出关于做好“四篇文章”的重要
部署。“文明三明”成为做实“四篇文
章”的重要部分。“满意在三明”品牌，
也因为有着鲜明的期待和追求，传递
着三明文明前行的力量。

然而，文明的建设不能仅仅只有
“软约束”，还需为城市文明大厦搭建
起稳固的“硬钢架”。为此，市人大常
委会在实现良法善治，倡导与规范的
有机结合上，不断作出尝试、探索和
实践。去年，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在

《三明市市区文明行为
促进办法》的基础上制
定《条例》，并将其列入
立法计划，作为2019年
审议项目、2020年继续
审议项目。

“引导和促进公共
文明行为，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提升公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以法促文明，
让城市更美丽！”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法工委主任林承日道出了《条例》制
定的初衷。

《条例》破茧而出，与《办法》相
比，适用范围由市区扩大到了全市范
围，并注重对公共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进行综合、系统的规范，建立更为全
面的公共文明促进工作实施保障体
系，设置重点治理清单，规定法律责
任……有法可依，有径可循，三明的
文明更将熠熠生辉。

文明铸魂 德润人心
——《三明市公共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出台记

●本报记者 刘莉婷 通讯员 吴敏

中 共 三 明 市 委 主 办
三明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 聚焦三明微信公众号

S A N M I N G R I B A O

2020年9月

30
星期三

庚子年八月十四

国内统一刊号
CN35 0015
第12595期

天气：小雨
温度：最高25℃

最低19℃

责任编辑：陈光基 章 龙 视觉编辑：吴博宏 网 址：http：//www.smnet.com.cn 电子信箱：Email：smrbyw@163.com

——下转A2版

9 月 25 日，走进宁
化县城南镇水口村，水
泥村道干净整洁，房前
屋后绿树成荫，村旁小
河清澈见底，几位老人
聚在村口聊天说话，笑
脸盈盈……

见到刘珍娟老人时，她正在房间
喝茶、看电视剧。她的小儿子李建国
说，老人家身子骨硬朗，吃饭、洗澡，
生活都能自理。

刘珍娟今年105周岁，是目前宁
化最高寿的老人。老人所在的水口
村共11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老人
34人，90岁以上老人4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口村为何
寿星辈出？这与这个村良好的生态
环境分不开。这里四面环山，森林覆
盖率达72%以上，每立方米空气负氧

离子含量平均1.1万个，是天然的“森
林氧吧”，空气质量好。

“母亲作息规律，讲究卫生。早
上五点起床，把自己收拾得体后，就
开始整理房间。”李建国说，每天泡上
两壶茶，是老母亲多年来的习惯，茶
叶是从南山上的百年野生茶树上采
摘的，泡茶的水则是纯天然地下泉
水。

“村子拥有 5100 余亩原生态公
益林，年平均气温 15℃至 18℃。”水
口村党支部书记巫祖优介绍，植被茂

密，四季如春，山好水好空气好，造就
了水口村延年益寿的外在环境。

在宁化，林深水美人长寿，并
不是水口村独有。近年来，宁化县
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2019年，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
99.2%，位列全省
第九，连续4年位
居 全 省 前 10 位 。
县级饮用水源地水
质稳定在Ⅱ类，达

标率 100%。国控肖家
断面水质均值达国考
Ⅱ类水质考核标准。
省控5个小流域监测点
位全部达到Ⅱ类水质
考核标准，水质优良率
达100%。

数据显示，目前宁化 80 岁以上
老人10428人，占全县人口2.78%；90
岁以上老人 11682 人，占全县人口
3.11%；另有百岁老人 25 人，比去年
增加10人。

激活“长寿基因” 编制“幸福密码”
●本报宁化记者站 范日樑 雷露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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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9 月 28 日下午就我国考古
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
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
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
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
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
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
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
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
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专家陈星灿就这个问题进
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
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
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
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
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
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
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
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
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
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
会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
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
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
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
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
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
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
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中华文
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
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
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
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习近平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
工作提出4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
未知、揭示本源。我国古代历史还有
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
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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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了这么久，我们终于用上了天
然气！”9月28日，家住三元区白沙街
道台江社区福维小区的李友枝，家中
盼来了期望已久的天然气。

晚饭前，三明中燃公司客服部魏
植细，带领几名工作人员走进李友枝
家里，为他办理点火通气的相关事宜，
嘱咐天然气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并做好点火通气的信息记录。

“啪”！随着一声脆响，气灶上便冒
出了幽蓝的火苗。望着眼前跳动的火
苗，今年 69 岁的老李，笑出了几道深
深的褶子。早些年，老李就想改用天然
气，但由于老旧小区条件不成熟，他的
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福维小区是原二纺厂职工宿舍，
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居民300
多户。小区开工建设时还未普及市政
管道天然气，近些年居民一直使用瓶
装液化气，突然断气等问题常给居民
生活带来不便。早日开通管道天然气，
成为居民一直以来的心愿。

这一天，他们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以前，每个月要打电话换一次

气，很不方便。厨房用一个液化气罐，
客厅还要再备 4 个，这些罐子摆在家
里很不安全。”老李的妻子深有感触地
说，“现在用上了天然气，家里的这些
液化气罐都可以退了！”

“这个项目于今年 6 月动工，历
时 3个月完成，目前这个片区已挂表

60余户，有一部分居民完成了点火通
气。”中燃公司副总李洪涛介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市区天然气空白点供气整
治工作，今年4月，我市下发《三明市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清单（一）》，部署开
展建成区天然气供应空白点整治行
动，着力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紧接着，市国资委、市投资集团狠
抓市区天然气空白点供气整治行动落
实，深入调研摸底，制定《市区天然气
空白点供气整治行动实施计划》，强化
协调联动，督导三明中燃公司倒排工
作时限，加快项目建设。市区第一个天
然气空白点整治项目——列西北山新
村工程于8月底全部完工。

如今，福维小区实现点火通气，标
志着市区天然气空白点已全部消除。

“再也不用担心煮饭时会突然断
气，因为天然气更稳定、方便和安全！”
市民黄先生在北山新村有一栋自建
房，以前他家主要是靠烧柴火或使用
瓶装液化气，“现在用上清洁的天然
气，我们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
活！”

市区天然气空白点消灭了！
●郑丽萍 陈登达

乐享美食盛宴过“双节”
9月27日起，大型促消费活动“源味三明·

美食嘉年华”在三元区永嘉天地悦禾汇广场金
街举行。本次活动展示了三明12个县（市、区）
及省内其他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数百种美食，激
发消费潜力，让广大市民、游客一站式乐享美食
盛宴，共度美好佳节。

（本报三元记者站 陈诗宇 张敏茜 摄影
报道）

本报讯 9月29日，市政府党组
书记、市长余红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
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湖南考察
时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供

销合作社工作、“十四五”规划编制
工作网上意见征求活动的重要指示
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传达贯彻全省促进增产增
效、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推进经济

发展视频会议精神；围绕“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的重要论
述，提高三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开展专题学习。

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
依法依规开展统计工作，全力冲刺第
四季度经济发展，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本报记者 刘岩松）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 9 月 29 日，《三明市公
共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经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并予以批准。这是我市获得地方立
法权后获批准的第六部实体法规，将
于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全文见A4版）共五章
三十二条，立足我市公共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实际，明确公共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职责，细化公共文明行为
规范，以问题为导向依法设置了不
文明行为重点治理清单并设定相应

法律责任，建立公共文明行为促进
长效机制。《条例》还结合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制止餐饮浪费新要求，
将佩戴口罩、推行分餐制、使用公
勺公筷、不滥食野生动物、不铺张
浪费等纳入公共文明行为规范之中。

《条例》的颁布实施，将为更好地
引导和促进公共文明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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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刘莉婷 吴敏）

《三明市公共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本报讯 9月29日晚，市委举行
中心组学习会暨第十期中央苏区三
明讲坛。林兴禄、余红胜、詹积富、黄
鹤麟、王进足、纪熙全、黄冠华、刘宝
怀等市委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会

议由市领导张文珍主持。
会上，省文旅厅党组成员、文物

局局长、研究员傅柒生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
重要论述，作了题为“保护文物也是

政绩”的专题讲座。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总

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保护文
物也是政绩”理念，贯彻“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
针，加大万寿岩遗址等的保护力度，
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
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本报记者 林芳芳）

市委举行中心组学习会暨中央苏区三明讲坛

福建日报消息 （记者 周 琳）
9 月 29 日，省委书记于伟国主持召
开全省各界学习《习近平在福建》等
系列采访实录座谈会，强调要把深
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
卷和学习系列采访实录紧密结合起
来，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
和实践逻辑，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不断取得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

越新胜利。省长王宁出席。
座谈中，陈明义、王绍据、郭锡

文、朱训志、王星、胡钢、陈水让、严
春飞等老领导和各界各行业各领域
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学习
系列采访实录，真切感到习近平总
书记与八闽乡亲在一起的每段情
缘、每个故事，都生动鲜活、引人入
胜，非常亲切、非常受教育，每学一
次思想灵魂就得到一次深刻洗礼，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认同、政治
认同和情感认同就得到一次新的提

升，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力量、越
学越坚定。大家表示，要从中汲取政
治力量、思想力量、行动力量，激励
自己不懈奋斗，把对习近平总书记
的深厚爱戴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强大动力，为加快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建设宏伟蓝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于伟国认真听取发言后表示，
系列采访实录是我们深刻认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
育 和

学好用好鲜活教材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
于伟国主持召开全省各界学习《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

《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座谈会

——下转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