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方省文化和旅鮮庁

赤文旅規 〔2020〕 10号

美子印友《江方省旅鮮不文明行力氾示管理

哲行方法》的通知

各没区市文化声屯禾口旅済局、文明亦 :

力深入貫御落美可近平恙ギt已 美千文明旅洋的重要批示精

神,オL美推逃仝省文明旅滋工作,提升公民旅洋文明未木,努カ

柏筑道焦八尚建浚高地 ,建没社会文明程度高新江沐,省 文化和

旅落斤、省文明亦研究十1定 了《江沐省旅落不文明行力t已 永管理

哲行亦法ヽ 現F「 友給休11,清汰真貫御執行。

文件

江赤省 会亦公室

日Q亦 公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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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方省旅鮮不文明行力氾示管理哲行亦法

第一条 力推辻江沐旅洋行立減信体系建没 ,逃一歩菅造文

明旅済気曰和繊ゲ旅洋市場秩序,提升旅済者
～

旅洋八立人員的

文明未木,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旅滋法》 《江沐省旅洋条例》

等法律法規
～

中央精神文明建浚指早委員会 《美子逃一歩カロ張文

明旅済工作的意兄》、原国家族洋局 《美子旅洋不文明行力t己 永

管理哲行亦法》等規疱性文件,+1定本亦法。

第二条 本亦法所指江沐省旅滸不文明行力泥永 (以 下筒称

旅落不文明行力泥永 )的管理対象包括旅洋者和旅洋双立人員。

第三条 本亦法所指旅洋者是指 :

(一 )在江沐省行政区域内友生旅落行力的人員 (合港澳台

地区居民、外国籍公民 );

(二 )在江沐省行政区域外友生旅滋行力的人員,其声籍所

在地或姿常居住地在江沐省行IEX区 域内。

因監ゲ人存在重大辻錯早致被監ゲ人友生旅洋不文明行カ

的,杵監ゲ人幼入旅洋不文明行力泥永。

第四条 旅洋者不文明行力是指旅洋者在境 内外旅済載程

中,因逹反法律法規、公序良俗,造成芦重社会不良影噛的行力 ,

主要包括 :

(一 )枕舌L航空器、率、船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

(二 )破杯公共不境工生、公共没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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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逹 反旅洋目的地相夫法律法規,破杯生恣不境 ;

(四 )逹反野生功植物保伊規定,濫食野生功物 ;

(五 )逹反国家夫千 “万行市釣、反対浪費"的 規定,造成

容鉄芦重浪奏 ;

(六 )刻火1、 漆汚或者以其化方式損杯旅済目的地文物古述 ;

(七 )辻反旅滋目的地的ス俗η慣和宗教禁忌;

(八 )辻反文化禾口旅滋場所管理規定,ル 重枕舌L公共秩序 ;

(九 )因辻度象叔、元理IEx同 、尋畔滋事影噛旅洋笙菅単位

正常姪菅秩序矛口机美、企事立単位工作秩序 ;

(十 )不 願幼阻、警示,危及 自身以及化人人ン財声安全 ;

(十一)参々賭博、色情、渉毒等活功 ;

(十 二 )国 家
～

省象文化禾口旅洋行政部 11決定的其化造咸芦

重社会不良影噛的行力。

第五条 本亦法所指旅済八立人員足指在江亦省旅洋径菅単

位中八事管理オロ服外的人員 (合旅滋行立姐鉄注冊早洋 )。

第六条 旅滋八立人員不文明行力足指在八事旅済変菅活功

辻程中因辻反法律法規、工作規疱、公序良俗、取立道徳 ,造戌

声重社会不良影噛的行力,主要包括 :

(一 )介格欺作、張迫交易、欺瑞秀早旅滋者消費 ;

(二 )侮辱、殴打、肪迫旅滋者 ;

(三 )辻反旅洋目的地的ス俗可慣オロ宗教禁忌,不 尊重旅滋

者的民族生活可慣禾口宗教信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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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逹反文化矛口旅滋場所管理規定,芦 重抗舌L公共秩序 ;

(五 )借播イ氏奴趣末、宣借迷信思想 ;

(六 )未履行宣借ワ1早 責任,対旅滋者不文明行力未及叶逃

行効阻,放任旅洋者友生芦重旅洋不文明行力 ;

(七 )国 家矛口省奴文化和旅洋行IEX部 11決 定的其化造成芦重

社会不良影噛的行力。

第七条 旅滋者和旅済八立人員在旅済活功中,因 有本亦法

第四条和第六条規定的行力受至1行政た男、法院非1決 其承担法律

責任或者造咸芦重社会不良影噛的,泣 当幼入旅滋不文明行力泥

永。省奴文化科旅洋行政部 11建 立省象旅洋不文明行力泥永 ,

各没区的市文化和旅洋行政部 11可 没立本行IEX区 域 内的旅滋不

文明行力泥永 ,省 須矛口没区的市象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実現互

邁共享。

第八条 旅洋不文明行力泥永信′憩内容主要包括 :

(一 )旅洋不文明行力当事人的姓名、性男1、 声籍地、身分

江号4或其化能杉江明身分的近件号4;

(二 )旅滋不文明行力的具体表現、造成的影噛矛口后呆 ;

(三 )対旅洋不文明行力的泥永期限。

第九条 旅洋不文明行力泥永信息牧集渠道主要包括旅洋変

菅単位、旅滋協会、文明旅滋部11咲席会袂咸員単位、媒体不口社

会。各没区的市文化和旅滋行政部日負責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信

息的1矢集 ,省象文化矛口旅洋行政部 11負 責涯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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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須文化矛口旅洋行政部 11対拳扱机柏和拳扱人的4El美 信息泣

予以芦格保密。

第十条 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核実工作 :

(一 )没 区的市文化不口旅洋行政部 11負 責対本行政区域内友

生的,以 及声籍所在地或径常居住地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員友生

的旅滋不文明行力辻行核共。轄区内旅滋径菅単位わ工作人員泣

対核実工作予以秋板配合 ;

(二 )媒体技道或社会公ハ拳扱的旅洋不文明行力 ,由 不文

明行力友生地的没区的市文化和旅滋行政部11咲合IEl美 部 11予 以

核実,媒体禾口挙扱人泣対核実工作予以配合 ;

(三 )友生在境外的旅滋不文明行力,由 当事人声籍所在地

或径常居住地的没区的市文化和旅滋行政部 11通辻外事部 11、 旅

滋駐外亦事机柏等途径逃行核実。

第十一条 旅洋不文明行力泥永形成前泣姿旅滋不文明行カ

泥永汗常委員会 (以 下筒称汗常委員会 )汗常週辻。汗常委員会

由IEX府部 11工作人員、法律を家、旅洋企立代表、旅洋者代表姐

咸 ,汗 常碗定主要事項包括 :

(一 )旅落不文明行力事件是否辻反相夫法律法規 ;

(二 )旅滋不文明行力事件足否泣当然入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

(三 )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信息在行立内公布的内容利通扱

相美部 11的 疱曰;

(四 )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信′息保存期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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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旅 洋不文明行力泥永信息足否向社会公布 ;

(六 )対 已変形成的旅済不文明行力泥永的泥永期限邊行功

恣調整。

第十二条 旅滋不文明行力泥呆信息泥永前,文化矛口旅滋行

政部日泣当者相美信′息告え当事人本人,井 告知共有申丼的叔不1,

当事人在 10企工作 曰内有杖不1要 求申井。文化
～

旅済行政部 11泣

当在接至1申 丼要求后 10今工作曰内予以口隻。申丼理由被釆幼的 ,

可依据当事人申丼的理由調整泥永期限或取消t已 永。

第十三条 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信息的保存期限接下夕1規定

執行 :

(一 )旅滋不文明行力当事人辻反升1法井被追究Ill事責任的,

信息保存期限力 3年 至 5年 ;

(二 )旅洋不文明行力当事ノ、受至1行政炎罰或法院芽1決承担

責任的,信息保存期限力 2年至 3年 ;

(三 )旅洋不文明行力未受至1法律法規丈罰,但造成芦重社

会影噛的,信′息保存期限力 1年至 2年。

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信息保存期限実行功恣管理。旅滋不文

明行力泥永形成后,根据被泥永人釆取ネト救措施挽回不良影噛的

程度、対文明旅洋宣借引早的社会妓果 ,姿坪常委員会常洪后可

縮短泥永期限。向社会公布的泥永,其笏短期限的原因矛口結果由

省象文化和旅洋行IEX部 日対外公布。

旅滋不文明行力泥永期満由省奴文化和旅滸行政部 11杵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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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硝井通扱相美部11,特 力内部存楷資料。

第十四条 旅洋不文明行力泥永形成后,接照汗常委員会汗

常結果杵泥永信息在行立内公布井抄扱上貌文化
～

旅滸行政部

日,抄送文明旅洋部11咲席会洪相美咸貝単位 ,井依法依規向社

会公布。

第十五条 旅洋不文明行力泥永形成后,泣切実カロ張対不文

明旅洋者和不文明旅洋八立人員的釣束和冬戒。

(― )対泥永期内的不文明旅滸者,旅洋径菅単位可以拒免

力共提供服券或作出必要限tll;

(二 )対泥永期内的不文明旅済者,公安、海美、迪栓、交

通等部 1可 可依照右美法律法規対其釆取一定的警示、限tll措施 ;

(三 )対 t已 永期内的不文明旅洋八立人員,依据相美条例 ,

文化和旅洋行政部11可 哲停共八事旅洋径菅窄服券工作 ;

(四 )対 t己 永期内的不文明旅洋よ立人員,各象文化わ旅洋

行政部日不得授予共茉誉江ギ、嘉火和表彰等茉誉。

第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員故意提供錯浜信息或集茨、抜毀、

♯法使用、友布旅落不文明行力泥永信息,接照有美規定対相美

責任人員逃行政券人分;情市戸重的,依法迫究法律責任。

第十七条 本亦法自2021年 2月 1日 起実施,由 江沐省文化

利旅洋斤負責解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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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文明旅済部日朕席会洪成長単位。

江亦省文化和旅済斤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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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31日 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