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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省级文明镇创建工作年度测评指标（2021）
说 明

一、陕西省省级文明镇测评指标是根据陕西省文明村镇创建管理办法专门制定的年度量化测评指标。

二、本测评指标包括各镇网络上传材料部分70分、县级文明办实地测评打分20分、市级文明办综合评

估10分、奖励加分项目30分和省级文明镇创建动态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五部分组成。

三、注意事项：

1.网络上传材料：

⑴各镇开展活动和上传材料必须按时间节点进行，上传的图片、视频、文字材料要能真实反映活动

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数。不得重复上报材料，逾期上传材料无效，不予审核。上传的文件要用带文头、

公章的扫描件。

(2)网络系统关闭时间为12月10日。奖励项目计算时间为上年12月10日到当年12月10日，同一项工作

不同层级表彰只计算最高奖励，奖励累计加分不超过最高分值。

(3)严禁弄虚作假，一旦查证存在弄虚作假行为，该项目加倍扣分，全省通报批评，并移交属地纪检

监察部门追责问责。

2.县级文明办实地检查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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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村镇和省级文明镇的实地检查测评，由所在地县（市、区）文明办负责。县（市、区）文明

办在12月15日前随机检查测评打分并上传材料，要上传对每一个镇检查工作的照片、每一项测评内容的两

张照片和简要的工作评价。省委文明办每年对县级文明办实际测评打分情况进行抽查，若发现弄虚作假 、

不客观公正打分的，除加倍扣除该项目分值外，在全省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依纪依规移交纪检监察部

门追责问责。

3.各市（区）文明办，要按照测评指标，客观、公正、真实地分别对属地省级文明镇进行创建工作综

合评估，并于12月20日完成量化打分。

4.对出现负面清单所列问题，镇党组织应在调查处理结果公布后半个月内及时向上级文明办报告情况，

各市（区）文明办应在收到相关镇报告之后半个月，向省委文明办书面报告情况，若不如实及时上报，造

成不良后果的，应由相关单位承担责任。

四、全国文明村镇、省级文明镇和申创省级文明镇的镇按本指标开展创建工作，上传材料。

五、本考核指标由省委文明办负责解释。

陕西省省级文明镇年度测评指标（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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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内容要求 材料清单和赋分标准 测评方式

一、

理想

信念

教育

17 分

1.深入学

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

义思想

（11 分）

1.镇党委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采取浅显易懂的语言

和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围绕理论宣讲、教育服务、

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健康体育等内容，深入开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开展

对象化、分众化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

姓家”。

网络上传材料 4 份：

1.每季度上传 1 次镇党委中心组集体理论

学习证明材料。（每次 1.5 分，共 6 分）

网络审核

2.查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机构设置，

活动场所建设情况。（2 分）

3.查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

常百姓家”的方案计划、活动记录、宣传

资料等。（3分）

县级

文明办

实地

检查测评

2．中国特

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

梦宣传教

育

（6 分）

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省委、省政

府《实施方案》，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化国情

和形势政策教育、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大

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组织 2 次（每半年 1 次）

宣传宣讲、形势报告、大合唱等活动。

网络上传材料 2 份：

每次活动结束 15 天内上传活动的视频、图

片或文字资料。（每次 3 分，共 6 分）
网络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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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思想

道德

建设

26 分

3.培育和

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

价值观（5

分）

1.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宣传。

2.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 的实施意见》，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活动，深化“厚德陕西”建设。

3.坚持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要求融入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融入干部群

众生产生活。

网络上传材料 2 份：

1.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

施意见》的实施方案，5 月底前上传。(2

分)

2.上传所辖行政村《村规民约》，能反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居民公约、村规民

约的情况材料或图片资料，5 月底前上传。

（3 分）

网络审核

4.选树先

进典型

（9 分）

1.每年组织镇机关干部职工 4 次为中国好人候选人点

赞，激励和引领干部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开展评选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十星文明户、身边

好人等活动。

网络上传材料 5 份：

1.每季度上传 1 次为中国好人候选人点赞

的截图合集。要求在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

号中的点赞截图，至少 10 张，跨季度不受

理。（每次 1 分，共 4 分）

2.12 月 10 日前上传本镇开展道德模范、

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表彰情况图

片和材料。（5 分）

网络审核

5.办好道

德讲堂

（4 分）

每年举办 2 次道德模范、文明家庭、最美人物、身边

好人事迹故事会或报告会、分享会等活动，引导干部

职工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

网络上传材料 2 份：

每次活动结束 15 天内上传活动的图片、视

频或文字材料。（每次 2 分，共 4 分）

网络审核

6.举办节

日纪念

活动

（8 分）

围绕“五一”、“七一”、“十一”和春节、清明、端午、

中秋、重阳等重大节庆和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举办 4

次（每季度 1 次）庆祝或纪念活动。

网络上传材料 4 份：

每次活动结束 15 天内上传活动的图片、视

频或文字材料 （每次 2 分，共 8 分）

网络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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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
文明
乡风
20 分

7.开展志
愿服务
（7分）

镇机关成立至少1支志愿服务队，结合农民需求，围绕
理论宣讲、教育科普、文化体育、法律援助、邻里守
望、助老扶幼、助残济困、疫情防控等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网络上传材料 7 份：
3月底前上传成立志愿服务队伍相关资料
扫描件。（1分）每次志愿服务活动结束15
天内上传活动图片、视频或文字材料 。
（每次1分，共6分）

网络审核

8.推进新
时代文明

实践
（8分）

1.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发挥红白理事会作
用，倡导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反对铺张浪费、反对
大操大办、抵制封建迷信，减轻农民负担。
2.建立农村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备制度，发挥党
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
3.开展文明餐桌实践行动，反对餐饮浪费，落实分餐
分食、使用公勺公筷。
4.开展文明交通行为教育，普及交通法规知识，增强
交通法规意识。

网络上传材料3份：
1.提供本镇开展弘扬新风、移风易俗的安
排或倡议和全年工作情况说明。安排或倡
议4月底前上传（2分），总结说明12月10
日前上传。（3分）
2.提供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备情况说
明，12月10日前上传。（1分）

3.查看文明餐桌宣传和落实公勺公筷、分
餐分食、光盘行动情况。（1分）
4.查看干部群众遵守交通法规情况和交通
法规普及情况。（1分）

县级
文明办
实地

检查测评

9.奉献
爱心

（5 分）

开展“10 元关爱行动”。发出倡议书，倡导镇机关干部
职工自愿为困难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或本乡镇特困干
部职工献爱心。

捐款乡镇名称：陕西省慈善协会。开户银行：中国光
大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账号：78660188000033857，汇
款备注请写明：公民道德建设基金捐赠善款。

网络上传材料 1 份：
上传捐款的汇款票据或发票扫描件。
（5 分）

网络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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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
文明
乡风
5分

10.开展
美丽乡
村·文明
家园建设
（5 分）

1.推进所辖行政村“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培
育文明新风。
2.倡导科学文明、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开展全民健康
知识普及行动，宣传普及传染病防治和健康科普知识，
树立讲文明、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3.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全民健身和科
学健身宣传引导，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和健康素质。

网络上传材料3份：
1.上传所辖行政村“美丽乡村·文明家
园”建设情况。（3分）
2.上传开展倡导科学文明、绿色健康生活
方式，开展全民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宣传
普及传染病防治和健康科普知识，树立讲
文明、讲卫生的良好习惯的情况说明。（1
分）
3.上传开展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
加强全民健身和科学健身宣传引导，提升
农民科学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情况说明。（1
分）

网络审核

四、加
强环
境治
理
6分

11.整治
人居环境
（6 分）

1.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推进道路硬化、村

庄绿化、街道亮化等工作。交通、水利、通讯、电力、

医疗、环卫等基础设施完备，道路管理设施、交通安

全设施完善，维护情况良好。

2.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净化绿化美化家庭、院落，及

时清理村镇及周边环境卫生，无垃圾乱倒、粪便乱堆、

柴草乱放、污水乱泼、乱搭乱建现象，无占道经营、

乱停乱放、乱贴乱画问题。

3.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建设

生态美丽乡村，无滥垦、滥伐、滥采、滥挖、乱牧等

现象，无违法焚烧秸秆、落叶、垃圾等生态破坏事件，

无捕杀、销售、和食用野生动物现象。

1.集镇道路、给排水、供电、路灯、通讯、

水利、市场、停车场等基础建设完备完好、

运行正常。（2 分）

2.垃圾箱、公共厕所投放布局合理，有垃

圾转运（处理）站。（1 分）

3.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垃圾定点投放、集

中清运，无垃圾乱倒、粪便乱堆、柴草乱

放、污水乱泼、乱搭乱建、占道经营、乱

停乱放、乱贴乱画等问题，集镇环境优美、

干净整齐。（2 分）

4.无乱砍滥伐、乱采乱挖、捕杀野生动物、

破坏滥占耕地现象，无破坏生态环境恶性

事件，无焚烧秸杆、垃圾现象，辖区内工

业企业污染物全部达标排放，无污染事故

发生。（1 分）

县级
文明办
实地

检查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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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

强环

境治

理

6分

12.社会

治理水平

（6 分）

1.加强法治宣传，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法治水平；

2.市场诚信经营，公共场所管理正规。

3.加强集镇文化市场管理，无黑网吧等违法违规场所，

无庸俗低级演出。

4.发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协会等组

织的积极作用，引导农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

提高。

5.推进诚信建设，设置“红黑榜”。

1.扩大基层民主，政务公开全面推行。
（1 分）
2.集贸市场分区合理，公平交易，无销售
假冒伪劣坑农害农现象。（1 分）
3.无黑网吧等违法违规娱乐场所，无庸俗
低俗媚俗和封建迷信的文艺演出，无收看
传播低俗淫秽色情现象。（1 分）

县级

文明办

实地

检查测评

网络上传材料 2 份：
4.提供本镇所辖村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
会、禁毒禁赌协会等组织的工作综合情况
说明，于 12 月 10 日前上传。（2 分）
5.诚信建设相关文件和“红黑榜”图片材
料，12月10日前上传。（1分）

网络审核

五、

营造

宣传

氛围

4分

13.创建

氛围浓厚

（4分）

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

述、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事迹，文明健康知

识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创建为主题的文化墙、宣传牌进村
镇、进广场、进街道、进市场，其中至
少有3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
镇创建等内容为主题的大型户外公益广
告。
（4分）

县级

文明办

实地

检查测评

六、

创建

工作

机制

6 分

14.领导

班子重视

创建工作

（6 分）

1.有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2.将创建工作落实到内设机构并制定考核办法 。

3.创建工作有制度、有队伍、有保障。

网络上传材料 4 份：
1.开展精神文明创建的年度计划和总结；
（2 分）
2.有精神文明创建考核机制和办法。（3分）
3.创建文明镇的组织领导机构名单和资金
投入发票或预决算报告。（1 分）

网络审核

七、市（区）文明办综合评价 10 分。 按测评项目要求综合评估，客观、公正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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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项目（30 分）

省级文明镇动态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奖励项目 奖励标准 报送材料标准
测评方法

1、培养推选道德模范和各

类先进个人 （10 分）

当年有全国劳动模范、道德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其他全国性荣誉

每人次得 3 分，当年有“中国好人”、省级道德模范、劳动模范

或其他相当于省级荣誉每人次得 2 分；当年入选“陕西好人”、“陕

西美德少年”、省级行业厅局和市委市政府授予荣誉的先进个人 1

人次 1 分，当年有省级优秀志愿者 1 人次得 0.5 分。

命名文件或证书

照片

网络审核

2、集体荣誉称号项目

（10 分）

乡镇整体工作获国家级奖励得 4 分；获省部级奖励得 3 分；市级

奖励得 2 分；科级以下乡镇获县级奖励得 1 分；获党和国家领导

肯定性批示 3 分；获省部级领导肯定性的批示 2 分；获市级领导

和省厅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得 1 分。

获奖证书、照片等

材料

3、文明创建的好经验好做

法 （10 分）

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在中央主要媒体进行了专题宣传报道（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求是杂志）得

3 分；在精神文明报、中国文明网、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

宣传报道得 2 分；在市级党报、广播电视台、陕西文明网宣传得

1 分。

报纸扫描件、电子

版、电视广播视

频、音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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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惩处办法

1.镇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

1.出现负面清单，不得申创省级文明镇；

2.创建期内出现负面清单，不得表彰；

3.省级文明镇（全国文明村镇）出现负面清单，

取消荣誉称号。

2.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3.发生重大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文物盗掘损毁事故。

4.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或重大舆情事件。

5.违反国家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湿政策或发生破坏自然资源重大案件。

6.发生影响恶劣的“黄赌毒”及涉黑涉恶案件，邪教、非法宗教活动或与精神文

明建设不相符的其他事件

7.发生聚集性重大传染病事件以及其他影响公共健康安全的事件。

2021年文明镇检查测评指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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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网络分 实地分 活动数 网传材料

合计 70 分 20 分 19 个 39 份

一、

理想信

念教育

17 分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1 分） 6 5 4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6 分） 6 2 2

二、

思想道

德建设

26 分

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 分） 5 2

4.选树先进典型（9 分） 9 5 5

5.办好道德讲堂（4 分） 4 2 2

6.举办节日纪念活动（8 分） 8 4 4

三、

建设文

明乡风

25 分

四、

加强环

7.开展志愿服务（7 分） 7 6 7

8.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8 分） 6 2 3

9.奉献爱心（5 分） 5 1

10.开展美丽家园文明乡村建设（5 分）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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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

12分
11.整治人居环境（6 分） 6

12.社会治理水平（6 分） 3 3 2

五、

营造宣

传氛围

4分

13.创建氛围浓厚（4分） 4

六、

创建工

作机制

6 分

14.领导班子重视创建工作（6 分） 6
4


	说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