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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德
法兼治作用，进一步促进文明行为，不断提升市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现就本市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开展问卷调查。

衷心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意见建议将成为推动
《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工作的重要参考。

一、参与人基本情况

（一）性别
1.男 2.女

（二）年龄（岁）
在年龄选项中填写周岁

（三）职业
1.党政机关人员
2.群团组织人员
3.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4.工人
5.农民
6.学生
7.军人
8.自由职业者
9.其他

（四）文化程度
1.初中及以下
2.高中
3.本科或专科
4.研究生及以上

（五）居住地
1.重庆市（列出40个区县子选项）
2.其他省区市

二、调查内容

（一）您对制定《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态度

1.非常必要
2.必要
3.没必要
4.无所谓

（二）您认为哪些是最常见的不文明行为（多
选）

1.随地吐痰、丢烟头，乱扔乱倒废弃物
2.垃圾不分类投放
3.遛犬不牵引，不清理犬只粪便，违规饲养

大型犬、烈性犬
4.在公共场所说脏话粗话
5.在楼道内乱堆乱放杂物
6.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7.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乱穿马路，翻越

隔离护栏
8.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乱停靠、乱插队、乱鸣

笛、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
9.乘公共交通工具时不按秩序排队，抢占座

位，大声喧哗
10.在观看文艺演出、电影等需要安静的场

所大声喧哗，参加郊游、观看体育比赛等活动后
不清理垃圾

11. 在居民小区、学校等场所开展娱乐、体
育、健身、装修等活动时噪声扰民

12.从建筑物或车辆中向外抛物
13.私家车、摩托车或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14.在名胜古迹或公共建筑上乱写乱画，乱

贴小广告
15.践踏花草，破坏绿化，损坏公物
16.网络暴力，语言粗俗，传播低级庸俗、封

建迷信等网上信息
17.在餐馆就餐铺张浪费
18.欠账不还、制假售假等不诚信行为
其他（按照本人意愿填写）

（三）您认为处罚不文明行为可以采取哪些
措施（多选）

1.批评教育
2.警告
3.罚款
4.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5.安排参加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
6.在一定范围内依法依规公开不文明行为

者信息
7.其他（按照本人意愿填写）

（四）您认为最应该大力倡导鼓励哪些文明
行为（多选）

1.见义勇为，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2.志愿服务，积极参与扶贫救灾、敬老救孤、
恤病助残、法律援助、文化支教、环境保护、健康
指导等社会公益事业

3.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人体组织、器
官等

4.爱护生命，对需要急救的人员实施紧急救护
5.拾金不昧，主动归还失物
6.低碳生活，自觉进行垃圾分类，节约水电

气等资源，出行选择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7.文明劝导，主动劝阻或举报乱扔垃圾、禁

烟场所吸烟、不文明养犬等行为
8.文明出行，车辆、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相互

礼让，行人在人群密集地方靠右行走
9.文明用语，在与外地客人交流时主动使用

普通话
10.其他（按照本人意愿填写）

（五）您认为倡导鼓励文明行为可以采取哪
些措施（多选）

1.宣传表彰
2.优先享受公共服务
3.物质奖励
4.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5.其他（按照本人意愿填写）

（六）您对制定《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其他建议（按照本人意愿填写）

重庆市促进文明行为调查问卷

一、扫描二维码直接进入问卷调
查页面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日前从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获悉，我市将通
过立法规范市民文明行为。11月25日起至12月
5日，市民可线上参与促进文明行为社会问卷调
查，调查结果将为立法提供重要参考。

坚持问题导向征求意见

随地吐痰、乱丢烟头、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

为，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也缺乏有效的规制
手段。

市文明办负责人认为，此次问卷调查旨在从
哪些不文明行为最为常见、哪些文明行为最应该
大力倡导以及鼓励措施、处罚手段等多个方面，
征求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

市民可直接勾选应立法规制的不文明行
为。这些不文明行为包括在公共秩序、环境卫
生、文明出行等方面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比如，

随地吐痰，在规定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乘公
共交通工具时不按秩序排队，机动车乱停乱靠，垃
圾不分类投放，楼道内乱堆乱放杂物等。此外，
处罚不文明行为是否可采取经济处罚、是否纳入
个人信用记录等也被列入此次调查问卷内容。

为民主、科学立法提供依据

近年来，我市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大幅提升，但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以前大家可
能觉得这些属于道德的范畴，但随着社会的发
展，这些不文明行为损坏公共利益的程度上升
了，于是用法律手段进行规范和约束成为必
要。”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办公室主任张镇洲认
为，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规范必须有很强的民意
基础，“不文明的行为有许多，到底哪些要通过
法律法规进行规制，这就需要凝聚共识，问卷也

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

探讨如何进行有效执法

作为城市的主人，市民素质直接展现了一
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市民文明素质的高低也体
现了城市的文明程度。

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城市对不文明行为进
行了立法约束。“其实民意调查只是第一步，下
一步还需要探讨如何进行奖惩，以及如何确保
执法到位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李燕表示，奖惩只是手段，最终
目的是通过德法兼治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记者了解到，在征求民意的同时，相关部
门前往已出台法规的天津市、广西壮族自治
区等兄弟省区市进行实地调研，学习如何有
效执法，如何优化执法程序，确保法规科学可
行。

重庆市促进文明行为问卷调查邀市民参与
调查结果将为立法提供重要参考

参与方式
二、点击链接直接进入问卷调查

页面
http://chongqingwenming.mikecrm.

com/3uOLtFZ?from=singlemessage

三、关注“文明重庆”公众号→进
入“文明重庆”主页→点击最下方“文
明调查”选项进入问卷调查页面

重庆首个数字经济研究院成立 加快抢占区块链制高点
当前，区块链行业迎来了重大

发展机遇。作为一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将在新
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发挥重要
作用。究竟“区块链+”将会走向何
方？已然成为时下最热点的话题。

11月23日，重庆首个数字经济
研究院——金窝窝数字经济研究院
正式成立。据了解，“金窝窝数字经
济研究院”是由重庆金窝窝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22家高校、科研机
构、行业协会组织，共同发起。

金窝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金窝窝数字经济研究院
院长汪鹏表示，“金窝窝数字经济研
究院”的成立，旨在建立一个公正、
客观、中立的数字经济领域的第三
方研究机构和孵化平台，发挥研究、
示范、培养、培育功能，帮助更多优

秀数字经济转型企业，创造出高技
术和高应用价值的产品，为促进我
国数字经济繁荣服务。

与此同时，金窝窝数字经济研
究院成立仪式现场，还发布了《中国
区块链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和
《金链白皮书》。据了解，《中国区块
链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该白皮
书以重庆区块链产业发展为基础，
联合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
国内区块链产业基地及优秀区块链
企业共同编撰出版。有专家表示，

“白皮书”也是一本能为重庆和区块
链企业，及传统产业提供具有指导
实践意义的“教科书”。而《金链白
皮书》则是金窝窝网络科技“金链”
落地应用项目白皮书，其全方位详
解“金链”技术架构、业务逻辑、应用
场景以及未来价值。

消息》》

金窝窝数字经济研究院成立 行业专家齐聚献智献策
为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

创新发展，11月8日，我市召开会议
指出，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
批领军人物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全
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学习研
究，提高运用和管理区块链技术的
能力，引导促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
健康发展。

在此背景之下，11月23日，重
庆首个数字经济研究院——金窝窝
数字经济研究院成立，主要关注区

块链、数字资产、大数据、人工智能、
5G等前沿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研究
构建数字经济新型生产关系，从而
帮助更多优秀的中小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金窝窝数
字经济研究院成立仪式中，在“区块
链与数字经济时代”研讨会环节，国
内外一线行业专家齐聚为区块链发
展献智献策。研讨会上，二级教授、
中国国家智库（CITI）首席专家、重

庆大学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与大数据
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齐爱民，重庆
大学信息学部学术办公室主任叶春
晓，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邓建鹏，中国电信区块链实
验室（重庆）张璐，西南大学计算机
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肖国强，全球
区块链专利创新人才百人榜第24
位、中国信息化协同创新专委会副
秘书长、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取证
专家委员会委员李立中，新加坡UU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庞媛
媛，Capitallgnite联合创始人王奎
光，金窝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金窝窝数字经济研究院
院长汪鹏，金窝窝首席信息官陈尤
尤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讨
论。

齐爱民表示：“到了数字经济这
个阶段，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
未来。有了数据、政策、商业模式，
社群的加持，数字经济才能发展得

更好。”
汪鹏认为：“重庆作为首批国

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中唯
一的直辖市，拥有很多先试先行的
优势。而金窝窝的数字经济研究
院就是一个很好的联盟链，通过整
合资源，共同研究，真正建立一个
跨行业、跨公司、跨机构的产、学、
研、投的平台，推动区块链、大数据
的深度融合，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
发展。”

纵深》》

迈进国内第一梯队 重庆区块链的进阶之路

事实上，在区块链这件事上，重
庆市一直卯足了劲。

2017 年 11 月，重庆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快区块
链产业培育及创新应用的意见》提
出，到 2020 年，重庆市将打造 2-5
个区块链产业基地，引进和培育区
块链国内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10 家
以上、有核心技术或成长型的区块

链企业 50 家以上，引进和培育区块
链中高级人才 500 名以上，努力将
重庆市建成国内重要的区块链产业
高地和创新应用基地。

2018年3月，重庆市政府发布
《关于贯彻落实推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指导意见任务分工的通知》，研究
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建立基于供应链的信用评价机制。

2017年 11 月，渝中区成立了重
庆市首个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2018
年9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发布
了《渝中区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重点发展区块链、大数据应用、工
业互联网等智能产业，计划到 2020
年集聚区块链企业 100 家以上，试点
示范项目超过 5个。

2018 年 8 月 23 日，在重庆召
开了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

“重庆链岛·链接未来”为主题，在渝
中区大石化新区建立了“重庆链岛”
智能产业集聚区，主要围绕“区块链、
5G 应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服务”
等形成的智能产业链条开展活动。

2019 年 2 月 26 日，在重庆市
解放碑举办的“2019 中国（重庆）区

块链与大数据智能化研讨会”上，研
讨会以多种形式对数字经济变革以
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进
行了讨论，渝中区将重点打造重庆

“链岛”智能产业聚集区，聚集发展
区块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5G、
IP 等数字产业，力争在 3 至 5 年内
形成百亿级产出，建立智能产业西
部高地。

解读》》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作
为本土区块链企业——重庆金窝窝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用四年时间“深
耕”区块链产业创新，致力于研究区
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互
联网应用技术，并率先在国内实现了
区块链商业应用落地。

汪鹏表示，金窝窝在创业早期是
一家传统的互联网企业，在多年经营
电商平台的过程中发现，电商发展到
今天已经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红
海市场，电商平台的困境一是缺用户
二是缺流量三是缺技术支持，做起来
非常困难。在用户和流量、技术人才
几乎都被大平台垄断的情况下，新平
台无论怎么做都绕不开这些巨头。

而对电商平台而言，最大的挑战
就是找到真正的用户，并与之深度链
接，实现共赢。因此，金窝窝对公司
的发展做出了战略调整，将区块链技
术在电商领域的应用作为未来探索
的方向，并成立“金窝窝数字经济研
究院”，重金聘请技术性人才、邀请国
内区块链技术专家加入阵营。

汪鹏还介绍道，关于对金窝窝数
字经济研究院的建设，除了人才培养
中心，金窝窝数字经济研究院还将从
技术研发中心、商业模式研究中心、法
律法规研究中心、数字资产研究中心、
数字经济转型促进中心、社群经济研
究中心和投资孵化中心八个研究方向
为我市数字经济的发展助力。此外，
主要关注区块链、数字资产、大数据、
人工智能、5G等五个前沿领域在新时
代的快速发展和融合应用，探索数据生产要素
高效配置机制，研究构建数字经济新型生产关
系，推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的四个维度的深度融合，帮助更多优秀的中小
企业实现数字经济转型，创造出高技术和高应
用价值的产品，促进我市数字经济繁荣服务。

“随着区块链技术不断的应用和完善，相
信会有很多重量级的区块链企业在重庆出
现”关于未来重庆区块链产业发展，汪鹏表
示，需着力要解决资金和人才两大问题。与
此同时，他建议，营造更加良好的区块链产业
氛围，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推动资本市场参
与，支持区块链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注
重培育本土区块链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形成
有竞争力的产业。 文/图 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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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窝窝数字经济研究院成立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