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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近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加强网络文明
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
要求，
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
需要，
是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
任务。
《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加强
网络空间思想引领、加强网络空
间文化培育、加强网络空间道德
建设、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加
强网络空间生态治理、加强网络
空间文明创建、组织实施八个部
分。
《意见》强调，加强网络文明
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
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全面推进文明办网、
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
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网络文明建
设要求的思想观念、文化风尚、道
德追求、行为规范、法治环境、创
建机制，实现网上网下文明建设
有机融合、互相促进，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思想保
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
持、良好文化条件。
《意见》明确，加强网络文明
建设的工作目标是：理论武装占
领新阵地，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
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进一步巩固；文化培
育取得新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网上精
神文化生活日益健康丰富；道德
建设迈出新步伐，网民思想道德
素质明显提高，向上向善、诚信互
助的网络风尚更加浓厚；文明素
养得到新提高，青少年网民网络
素养不断提升，网络平台主体责
任和行业自律有效落实；治理效
能实现新提升，网络生态日益向
好，网络空间法治化深入推进，网
络违法犯罪打击防范治理能力持
续提升；
创建活动开创新局面，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网上有
效延伸，网络文明品牌活动巩固
提升，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间思想引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互
联网内容建设，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走深走心走实。加强重点理论
网站、公众账号、客户端建设，紧
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新变化新成就，有针对性地开
展网上理论宣传活动。精心做好
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加强网络传
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打造“现象
级”传播产品。深入推进媒体融
合发展，
实施移动优先战略，
加大
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重点
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移动端建设
推广力度。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间文化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广泛凝
聚新闻网站、商业平台等传播合
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到广大网民中、传导到社会各方
面。深入开展网上党史学习教
育，传播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

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伟大成
养，
进一步完善政府、学校、家庭、
就，弘扬党和人民在奋斗中形成
社会相结合的网络素养教育机
的伟大精神，旗帜鲜明反对历史
制，提高青少年正确用网和安全
虚无主义。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防范意识能力，精心打造青少年
化活力，打造广大网民喜闻乐见
愿听愿看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
的特色品牌活动和原创精品，推
健全防范青少年沉迷网络工作机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制，依法坚决打击和制止青少年
化、创新性发展。丰富优质网络
网络欺凌，保护青少年在网络空
文化产品供给，
引导网站、公众账
间的合法权益。强化网络平台责
号、客户端等平台和广大网民创
任，
加强网站平台社区规则、用户
作生产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
协议建设，引导网络平台增强国
络文化产品，举办丰富多彩的网
家安全意识。加强互联网行业自
络文化活动。提升网络公共文化
律，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
服务水平，推动国家重大文化设
重的价值导向，督促互联网企业
施和国有文化资源数字化网络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行业组
化，提高网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织引导督促作用，促进行业健康
的普惠性和便捷性。
规范发展，鼓励支持各类网络社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会组织参与网络文明建设。
间道德建设。强化网上道德示范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引领，
广泛开展劳动模范、时代楷
间生态治理。深入开展网络文明
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
引导，
大力强化网络文明意识，充
人、优秀志愿者等典型案例和事
分利用重要传统节日、重大节庆
迹网上宣传活动，推动形成崇德
和纪念日组织开展网络文明主题
向 善 、见 贤 思 齐 的 网 络 文 明 环
实践活动，教育广大网民自觉抵
境。深化网络诚信建设，举办形
制歪风邪气，弘扬文明风尚。进
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品牌活动，大
一步规范网上内容生产、信息发
力传播诚信文化，倡导诚实守信
布和传播流程，深入推进公众账
的价值理念，
鼓励支持互联网企业
号分级分类管理，构建以中国互
和平台完善内部诚信规范与机制， 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依托的全国
营造依法办网、
诚信用网的良好氛
网络辟谣联动机制。深入推进
围。发展网络公益事业，
深入实施 “清朗”
、
“净网”系列专项行动，深
网络公益工程，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化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深化公众
的网络文明志愿服务和网络公益
账号、直播带货、知识问答等领域
活动，
打造网络公益品牌。
不文明问题治理，开展互联网领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域虚假信息治理。健全网络不文
间行为规范。培育符合社会主义
明现象投诉举报机制，动员广大
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伦理和行为规
网民积极参与监督，推动网络空
则，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文明
间共治共享。坚持依法治理网络
创建工作制定出台符合自身特点
空间，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的网络文明准则，
规范网上用语， 观贯穿网络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
把网络文明建设要求融入行业管
环节，发挥法律法规对维护良好
理规范。着力提升青少年网络素
网络秩序、树立文明网络风尚的

保障作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法、数据安全法贯彻实施，加快制
定修订并实施文化产业促进法、
广播电视法、网络犯罪防治法、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互联网信
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创
新开展网络普法系列活动，增强
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
间文明创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向网上延伸，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
媒体中心作用，加强网民网络文
明素养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推动
基层开展网络文明建设活动。开
展军民共建网络文明活动，促进
军政军民团结。积极打造中国网
络文明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
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
文明互鉴平台。深入实施争做中
国好网民工程，引导广大网民尊
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引
导全社会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净
化网络环境。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充分认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
重要意义，
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各级网信办、文明办要
牵头抓总，加强对网络文明建设
的组织指导和协调服务。注重发
挥网民主体作用，
广泛搭建平台，
开展特色活动，吸引广大网民特
别是青少年网民主动参与网络文
明建设。加大政策、项目等扶持
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对网络文明
建设提供财力物力支持。加强对
工作规律的认识把握，不断推动
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渠道载体等
创新，增强网络文明建设的针对
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4157766
修水暖 清洗地暖
疏通下水 管道堵漏

资质咨询

兰飞清洗

施 工 总 承 包 ，监 理 资 质 ，设 计 资

（专业·价值）楼宇清洗、外墙维修粉 质，房地产开发资质专业代理。
刷工程、高空拆装、大型保洁工程、擦玻璃、 18993130117
装修后保洁、专业清洗地毯、地面、门头、
烟道、石材养护、翻新、晶面处理、打蜡抛光。
城关：8428115 七里河：2925122
安宁：2115486 雁滩：13919300120

13119316409

提供专业月嫂、保姆、医院陪护、做饭工、 冰箱、洗衣机、炉盘
钟点工、单位、家庭整体保洁，擦玻璃等。 热水器、油烟机。

15193178529

8424255 8107650 8424322

专修冰箱、
空调、
洗衣
机、热水器、炉盘、油
烟机(洗)，
保修三年
15002539957

专业平价 专业换窗纱
清洗油烟机

擦玻璃搞卫生，
清洗油烟机家电

13609348013

15002589645

13893278411

不通不收钱 城关 西站 安宁

13008788289

不通不要钱清洗地暖

超低通下水
雁滩 城关 西站 安宁

4191788

专业开修换锁 专 修

楼面卫生间漏水，
城 关 15101219985 七里河 15101228077 卫生间防水免砸砖。
火车站 13669315681 安 宁 7827909
雁 滩 13993190054 西 固 7827908

洗地暖 通下水 通下水钻孔
15101283900

提示：省、市级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办理事项规定：

13639329703 《兰州晨报》为各类证件挂失、遗失声明、公告类信息指定刊登媒体！

0931-4662740
0931-8150592

回收各种积压物
资，
有色金属，
工
程车，
报废车，
销
户 ，道 路 救 援
13321219708

明码标价 明码收费

13909461099
城关、雁 滩、西站、安 宁、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明码收费

15379007356

铭善殡葬服务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 衣 、寿 衣 、全 新 灵 棚

24 小时服务 明码标价

18153995111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兰州晨报分类信息广告由以下站点代办，
从未委托任何其它网站、
广告公司代办。办理登报业务请致电就近各广告站点。
安 宁 13119416621 13893228907 西 关 13008774749 13919150533 雁 滩 13919283848 13919364049
七里河 13893126050 13919783768 东 岗 13993138394 13919211748 西 固 13893273391 13150019000
QQ：963599126（晨报分类信息） QQ：986838513（晨报人才资讯）温馨提示：敬请读者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河 口 13321221799
榆 中 5226701
天 水 13321386833
会宁站 15101413681

分类广告

24 小时服务 随叫随到

24 小时随叫随到

通下水修水管 专业清理化粪池、清洗 各种大小孔 水钻打孔
卫生间除臭
地沟、高压车疏通管道。
13519666337 15343678989 15349315549 13359421141

17726971761 15002672726 13669303337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 衣 、寿 衣 、全 新 灵 棚

穿衣、寿衣、全新灵棚

西固 西站
安宁 城关

专修楼顶卫生间漏水，专修楼面卫生间漏水
卫生间漏水免砸砖
精准侧漏，有公司 免费检测，上下水管漏水

城关、
雁滩、
西站、
安宁、
桥北

城关，
雁滩

15101255736 13008768423

不收钱

电脑专业维修
家电精修 家电精修

本公司专业从事电脑维修，
销售。修不好不收取任何费
用。西固，城关，七里河。

13893629095

善孝殡葬服务

低价通下水 疏通100元 低价通下水 孝恩堂殡葬服务
通不开

妇联家政总部

通下水钻孔

4662740
8150592

王琼妇联家政 长风厂家 免费上门

二十年诚信经营 口碑铸就品牌 精修各品牌冰箱、洗衣机、热水器
壁挂炉、
空调、
油烟机，
保修3年
保姆、月嫂、厨嫂、陪护、育婴师、地暖清洗 炉盘、
8460554 微信号 13909401872 8559848

雁滩 城关 西站 安宁

不收钱

通不开

低价专通下水

兰州市殡仪馆

96444

24 小时便民服务电话
让殡葬 更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