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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发布】

江苏发布 2017 年全省道德发展状况
测评分析报告

2017 年 8 月以来，省文明办会同省道德发展智库、省文明

委部分成员单位，组织开展了江苏省道德发展状况年度测评工

作。测评以全省 13 个设区市和 41 个县（市）为对象，以《江

苏省道德发展状况测评体系（2016 年版·试行）》为依据，采取

问卷调查、实地考察、数据分析、材料评审等方式组织。经综

合计算、专题研究，形成了 2017 年江苏省道德发展状况测评分

析报告，并在第十六个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来临之际进行发布。

报告显示，2017 年江苏省道德发展状况测评指数为 78.39，较

2016 年的 77.77 提升了 0.62。测评表明，江苏道德发展继续保

持中等向优良攀升的良好态势，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1、主流价值得到普遍认同，道德教育实践影响广泛，重点

人群示范作用有待提升。测评显示，主流价值引领测评项目保

持优良水平，17 项三级指标中 11 项指标有所提升。干部群众“四

个自信”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晓率和认同度大

幅提高，中华传统美德认同度仍保持较高水准。道德教育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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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道德讲堂建设和开展活动情况、覆盖面和群众参与率、好人

园等建设和运用情况、好人文化认可度等指标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但道德典型选树综合评价指数、对公众人物等道德状况满意度

还不高，重点人群的示范作用发挥得还不太理想。

2、崇德向善风尚日益浓厚，社会公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进展明显，职业道德和组织道德建设有待加强。民众对社

会公德的满意度由 72 分提升至 77 分，公共场所文明行为得分

由 87.5 提升至 95.6，表明民众社会公德意识普遍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综合评价指数稳步提高，“八礼四仪”的知晓度和践

行度进一步提升，86.3%的未成年人受访者表示在公共汽车上看到

旁边站着老人或孕妇时，会立即让座。同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

有所下降。网络道德建设稳中有进，坚守网络道德认同度由 71分

提升至 75分。但职业道德建设和组织道德建设情况仍不容乐观。医

生、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职业道德状况有待改善，企业伦理素质

建设需进一步提升。

3、人文精神持续弘扬，志愿服务蔚然成风，社会关爱与和

谐建设有待增进。人文精神培育测评项目虽然依旧是得分弱项，但

呈现一定的上升态势，16项三级指标中 9 项指标有所提升。精神

气质塑造方面，人民精神状态评价指数、居民综合阅读率、居

民科学素质达标率 3 项指标小幅提升，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觉得

周围大多数人工作生活精神饱满、积极向上。信用信任建设方

面，对不同群体的信任度、城市综合信用指数都有所提高。在遭遇



— 4 —

重大公共事件时，对政府公布的信息和采取的措施，民众信任度较

高。志愿精神弘扬方面，志愿服务活跃度增长超过 41分，为增量

最大的三级指标。但社会关爱与和谐建设方面仍较薄弱。对特殊

群体关爱帮扶评价指数还不高、对工作和居住的归属感还不强。

在推动行业管理、社会管理彰显鲜明的价值取向上，在推动公

共设施建设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体现道德含量和伦理温度上，

还需加大工作力度。

4、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初见成效，文明行为引导积极有

效，生态道德问题治理、道德建设政策法规保障有待强化。失

信行为治理方面，造谣、传谣违法人员占比明显下降，显示出

向好发展态势；广告违法率总体下降。恶俗陋习治理评价指数

提高，不文明交通和不文明旅游治理成效明显。但生态文明建

设满意度调查指数波动较大，民众生态文明意识还有待加强。

政策法规保障测评项目依旧是“拉分”短板，民众对就业、教

育、医疗卫生、低保、房地产及拆迁安置等公共政策促进道德

建设和社会公平的满意度还不高。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制建设、推进德法同行，还需下大力气。

测评报告还建议进一步提高主流价值引领的针对性有效

性，在有效引领、深度融入上持续发力。进一步抓好重点群体

示范，在坚持全面引导、全民行动的同时，突出抓好党员领导

干部的率先垂范，抓好公众人物的道德建设，抓好各类道德典

型的选树宣传。进一步强化道德实践养成，着力解决知行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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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把道德教育与志愿服务、诚信建设、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等活动紧密结合，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在推动组织道德建设中

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德道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全面推进通信诈

骗、非法医疗、逃税骗税等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 19 个方面诚信

缺失问题的专项治理行动。

【经验交流】

常州市：多措并举推进道德风尚高地建设

常州市优化载体平台，深化文明创建，强化保障举措，高

质量推进常州道德风尚高地建设。

1、优化载体平台，突出风尚引领。一是深化道德讲堂建设。

制定《关于推进道德讲堂高质量建设的实施意见》，将道德讲

堂建设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以道德讲堂开展十周年

年为契机，大力推进道德讲堂融入职业生涯和日常生活节点，

推动道德讲堂建设在高水平上实现更大提升。二是放大先进典

型示范效应。举办各级道德模范事迹宣讲活动，让吴晨嘉等模

范走进道德讲堂传递正能量。按照《常州市关爱礼遇道德典型

实施办法》，向道德典型发放奖励和慰问金 10 多万元，落实市

内旅游景点向道德典型免费开放政策，每年为部分道德模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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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免费体检服务。三是抓好宣传阵地建设。制定下发《关于推

进常州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示范阵地建设的指导意

见》，推进好人街、文明街、书香街、诚信街建设，年内完成

40 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示范点建设。深化城市重点

道路公益广告整体策划和设计工作，将美德宣传、文明倡导作

为重要因素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四是搭建志愿服务供需平台。

以《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落地实施为契机，志愿服务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科学分工。积极筹备承办第三届江苏省志

愿服务展示交流大会，打造“REPP”特色志愿服务项目体系，

着力提升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功效。

2、深化文明创建，提升文明程度。一是推进文明城市建设。

深入剖析文明城市常态长效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完善派单制、

街巷长制、红黄牌制等 9 项工作制度，实施小区管理、文明交

通、乱张贴等 5 项重点攻坚。二是提升基础创建水平。组织开

展“弘扬时代新风 文明行业在行动”主题活动，分别在政法系

统、交通系统、教育系统、金融系统等召开文明单位创建推进

会。精心组织第十一届社区邻里节、“我家这 40 年”家庭故事

征集、“迈进新时代 幸福舞起来”广场舞大赛和 2018 文明旅

游主题活动。三是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点赞乡贤故

事、倡导文明乡风”等活动，倡导移风易俗。抓好重点项目实

施，建成农村精神文明示范点 52 个。筹备召开全市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全市所有镇、村推进“一线一栏一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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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一榜一约”（精神文明宣传栏、道德长廊、文化墙、善行义

举榜、村规民约）建设。四是深化文明校园创建。实施《常州

市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管理办法》，在全市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文

明校园创建活动。常态开展文明礼仪养成教育，用好常州创作

的《东方七色花》《寻找红头发》等文艺作品资源，创新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3、强化保障举措，提高道德建设水平。一是注重借助专业

力量。借助高校、党校的研究力量，成立运行城乡文明研究所、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研究所，推动建设道德讲堂发展研

究中心，联合市委党校发布年度社会文明程度蓝皮书。二是注

重分解落实责任。将道德建设各项任务纳入综治办社区全要素

网格管理，设定任务清单，明确考核标准。三是注重完善法制

保障。修订《常州市民文明公约》，通过社会征集、网络评议

等形式扩大宣传。将《常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纳入立法计

划，争取 2019 年颁布实施。制定《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办法》，

聚合社会资源，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南京市秦淮区：打造“润文明”品牌
提升道德建设水平

南京市秦淮区大力打造“润文明”品牌，广泛开展“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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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善行秦淮”“志愿秦淮”“德育秦淮”创建活动，推

动市民道德素养和区域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1、紧扣城区环境整治，开展“美丽秦淮”创建活动。一是

完善创建机制，推进工作常态长效。完善街道社区定期培训、

第三方测评和督查反馈机制，强化结果运用，每月发布文明社

区“红黑榜”，测评结果会议通报，并纳入年底绩效考核。二

是推进诚信建设，提高居民幸福感满意度。以诚信示范街区创

建工作为抓手，促进辖区内旅游景点、商业街区等主体在诚信

经营、诚信服务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提升窗口行业服务水

平。三是推动文化塑造，建设“转角·遇见”文化休闲驿站。在

特色景区、居民社区打造文化休闲驿站，为群众提供各类文化

服务。目前已建成驿站 22 个，力争到 2020 年完成 100 个，并

做到产业化运作、规范化管理，形成品牌效应。

2、坚持核心价值观引领，开展“善行秦淮”创建活动。一

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持续推动富有秦淮人文、历

史、地域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氛围营造，在全区道路街

巷、景区广场、校园小区等地，利用道旗、墙景绘画、楼道文

化等多种形式开展公益广告宣传。建设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广

场，打造好人文化地标，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二是通过

典型示范，带动区域文明提升。深入挖掘事迹过硬、生动鲜活、

有特色接地气的道德典型，开展“凡人风尚”先进典型事迹展

演活动，放大凡人善举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筹备成立秦淮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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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基金会”。

3、践行互助提升的志愿理念，开展“润文明·志愿秦淮”服

务活动。充分发挥各街道志愿服务总站的枢纽作用，积极打造

志愿服务总站示范点。依托“志愿江苏”平台，规范志愿服务

活动，全区志愿者注册率达 14.61%。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在文

博场馆、景区广场等地组织志愿者义务讲解、指引劝导等活动，

在小区街巷开展“清洁家园”等活动，让志愿服务人人可为、

处处可为。

4、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润文明·德育秦淮”

创建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礼四仪”、爱国主义

教育、中华传统文化等纳入教育实践范畴，广泛开展“开学第

一课”“文明礼仪进校园”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体验中

树立志向、学会感恩、热爱生活。发挥学校教育的带动作用、

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和社区教育的平台辐射作用，做好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从业人员和家长的培训辅导，开展暑期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宣讲，营造健康向上的德育氛围。

东海县：着力打造“德润晶都”道德典型褒扬工程

近年来，东海县持续开展新人新事月评活动，大力培育、

选树、褒扬老百姓身边的道德典型，充分发挥道德典型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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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作用。

1、夯实制度基础。一是完善发现机制。建立基层通讯员队

伍，深入一线、深入底层，挖掘老百姓身边的好人好事、凡人

善举。设置专门经费，保障队伍健康高效。二是完善推荐机制。

以覆盖全县 21 个乡镇场的“美德农民”评选活动为基础，按照

“好中选优”的原则，对基层涌现出来的道德典型进行深入挖

掘。建立起覆盖村、镇、县三级的道德典型推荐机制，先后有 6

人荣登“中国好人榜”，3 人获得市道德模范荣誉称号。三是完

善关爱机制。今年，县文明委连续出台《东海县注册志愿者嘉

许奖励办法（试行）》《东海县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关爱帮扶

实施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新人新事、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和星级志愿者等道德典型的褒奖、关爱及帮扶机制，在就

医、就业、参保、创业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给予道德典型实

实在在的帮扶。

2、创新宣传手段。一是加强媒体宣传。2016 年，将原有的

道德典型宣传专题节目《德润晶都》栏目升级为《国学与家道》

电视频道，与全县各类网站、论坛、微信链接，实现了节目的

全方位提档升级。开通县级文明办微信公众号，用活泼、生动、

新颖的方式对道德典型进行宣传，扩大道德典型影响力。二是

加强文艺宣传。依托东海吕剧团、文化馆、学校文艺团体及各

类民间演出队，通过自编自导自演道德主题类文艺节目，演绎、

宣传道德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以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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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汕为原型创作的吕剧《明月照我心》和《称爹》，受到了群

众的强烈好评，《称爹》还获得中国戏剧奖优秀剧目奖。三是

加强活动宣传。每年举办十佳新人新事颁奖典礼，每两年举办

一次“德润晶都”道德模范颁奖典礼，高规格礼遇道德典型。

组织部分道德模范和民间名嘴成立美德宣讲团，深入各单位、

村镇的道德讲堂讲好东海好人故事。全县各学校、机关、企业

纷纷举办各类主题活动，宣传学习道德典型，营造崇德向善的

浓厚社会氛围。

3、打造展示阵地。一是广泛树立“贤德榜”。将“贤德榜”

建设纳入美德农民培育行动要求，5 年多来，全县近百个行政村

均设立“贤德榜”，累计宣传美德农民等先进典型 2000 余人。

二是推动好人街区、广场建设。在城区标志性广场开设“东海

好人长廊”，集中展示数十位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受到群众

喜爱和欢迎。全县各乡镇普遍建设好人广场，将好人形象生动

展示在广大农民面前。三是高标准打造贤德馆。投资 1000 余万

元，建设占地近 2000 平方米的东海贤德馆，预计年内正式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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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市、县（市、区）文明委、文明办

省各有关部门、单位职能处室

省文明办综合联络处 共印 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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