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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压实创新主体科技伦理管理
主体责任。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
卫生机构、企业等单位要履行科技伦
理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工作机
制，加强科技伦理日常管理，主动研
判、及时化解本单位科技活动中存在
的伦理风险；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本单
位的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并为其
独立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从事生
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
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
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
　　（三）发挥科技类社会团体的作
用。推动设立中国科技伦理学会，健全
科技伦理治理社会组织体系，强化学
术研究支撑。相关学会、协会、研究会
等科技类社会团体要组织动员科技人
员主动参与科技伦理治理，促进行业
自律，加强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
疗卫生机构、企业等的合作，开展科技
伦理知识宣传普及，提高社会公众科
技伦理意识。
　　（四）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
伦理要求。科技人员要主动学习科技
伦理知识，增强科技伦理意识，自觉践
行科技伦理原则，坚守科技伦理底线，
发现违背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要主
动报告、坚决抵制。科技项目（课题）负
责人要严格按照科技伦理审查批准的
范围开展研究，加强对团队成员和项
目（课题）研究实施全过程的伦理管

理，发布、传播和应用涉及科技伦理敏
感问题的研究成果应当遵守有关规
定、严谨审慎。
　　四、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
　　（一）制定完善科技伦理规范和标
准。制定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
重点领域的科技伦理规范、指南等，完
善科技伦理相关标准，明确科技伦理
要求，引导科技机构和科技人员合规
开展科技活动。
　　（二）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
度。明晰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职责，完
善科技伦理审查、风险处置、违规处理
等规则流程。建立健全科技伦理（审
查）委员会的设立标准、运行机制、登
记制度、监管制度等，探索科技伦理

（审查）委员会认证机制。
　　（三）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
平。推动在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立法中
对科技伦理监管、违规查处等治理工
作作出明确规定，在其他相关立法中
落实科技伦理要求。“十四五”期间，重
点加强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领
域的科技伦理立法研究，及时推动将
重要的科技伦理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
法规。对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要坚持
严格执法、违法必究。
　　（四）加强科技伦理理论研究。支
持相关机构、智库、社会团体、科技人
员等开展科技伦理理论探索，加强对
科技创新中伦理问题的前瞻研究，积
极推动、参与国际科技伦理重大议题

研讨和规则制定。
　　五、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
　　（一）严格科技伦理审查。开展科
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或审
查。涉及人、实验动物的科技活动，应
当按规定由本单位科技伦理（审查）委
员会审查批准，不具备设立科技伦理

（审查）委员会条件的单位，应委托其
他单位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开展审
查。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要坚持科
学、独立、公正、透明原则，开展对科技
活动的科技伦理审查、监督与指导，切
实把好科技伦理关。探索建立专业性、
区域性科技伦理审查中心。逐步建立
科技伦理审查结果互认机制。
　　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紧
急状态下的科技伦理应急审查机制，
完善应急审查的程序、规则等，做到快
速响应。
　　（二）加强科技伦理监管。各地方、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细化完善本地
方、本系统科技伦理监管框架和制度
规范，加强对各单位科技伦理（审查）
委员会和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的
监督管理，建立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
活动伦理审查结果专家复核机制，组
织开展对重大科技伦理案件的调查处
理，并利用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从
事科技活动的单位要建立健全科技活
动全流程科技伦理监管机制和审查质
量控制、监督评价机制，加强对科技伦
理高风险科技活动的动态跟踪、风险

评估和伦理事件应急处置。国家科技
伦理委员会研究制定科技伦理高风险
科技活动清单。开展科技伦理高风险
科技活动应按规定进行登记。
　　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应加强科技伦理监管，监管全
面覆盖指南编制、审批立项、过程管
理、结题验收、监督评估等各个环节。
　　加强对国际合作研究活动的科技
伦理审查和监管。国际合作研究活动
应符合合作各方所在国家的科技伦理
管理要求，并通过合作各方所在国家
的科技伦理审查。对存在科技伦理高
风险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由地方和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科技伦
理审查结果开展复核。
　　（三）监测预警科技伦理风险。相
关部门要推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
疗卫生机构、社会团体、企业等完善科
技伦理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跟踪新兴
科技发展前沿动态，对科技创新可能
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
加强研判、提出对策。
　　（四）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
行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
机构、企业等是科技伦理违规行为单
位内部调查处理的第一责任主体，应
制定完善本单位调查处理相关规定，
及时主动调查科技伦理违规行为，对
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对单位及其负责人涉嫌科技伦理违规
行为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调查处理。各

地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
权限和隶属关系，加强对本地方、本
系统科技伦理违规行为调查处理的
指导和监督。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开展科
技活动不得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
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不得侵害
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人格尊
严，不得侵犯科技活动参与者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不得资助违背科技
伦理要求的科技活动。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资助机构或责任人所在单
位要区分不同情况，依法依规对科
技伦理违规行为责任人给予责令改
正，停止相关科技活动，追回资助资
金，撤销获得的奖励、荣誉，取消相
关从业资格，禁止一定期限内承担
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等处理。科技伦理违规行为责任人
属于公职人员的依法依规给予处
分，属于党员的依规依纪给予党纪
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予以惩处。
　　六、深入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和
宣传
　　（一）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
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
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
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
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
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完善
科技伦理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培养
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技伦理人才

队伍。
　　（二）推动科技伦理培训机制化。
将科技伦理培训纳入科技人员入职培
训、承担科研任务、学术交流研讨等活
动，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伦理
要求，开展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行业
主管部门、各地方和相关单位应定期
对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成员开展培
训，增强其履职能力，提升科技伦理审
查质量和效率。
　　（三）抓好科技伦理宣传。开展面向
社会公众的科技伦理宣传，推动公众提
升科技伦理意识，理性对待科技伦理问
题。鼓励科技人员就科技创新中的伦理
问题与公众交流。对存在公众认知差
异、可能带来科技伦理挑战的科技活
动，相关单位及科技人员等应加强科学
普及，引导公众科学对待。新闻媒体应
自觉提高科技伦理素养，科学、客观、准
确地报道科技伦理问题，同时要避免把
科技伦理问题泛化。鼓励各类学会、协
会、研究会等搭建科技伦理宣传交流平
台，传播科技伦理知识。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科
技伦理治理，细化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健全科技伦理体系，加强科技伦
理治理的各项部署，完善组织领导机
制，明确分工，加强协作，扎实推进实
施，有效防范科技伦理风险。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和各地方要定期向国家科技
伦理委员会报告履行科技伦理监管职
责工作情况并接受监督。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徐
仁杰、罗鑫）“同学，这种塑料
餐盒是可回收物，鱼骨、果皮
等是厨余垃圾，请分类投
放！”16 日中午，在北京林业
大学 13 号宿舍楼下生活垃
圾分类驿站，学生志愿者提
醒着前来投放垃圾的同学。
　　自 2020 年 5 月 1 日北
京市施行新版《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以来，北京林
业大学的校园环境悄然发
生着变化：垃圾下楼、撤桶并
站 ，校 园 环 境 更 干 净 、漂
亮了。
　　在宣传带动及考核激
励下，林业大学每 4 名学生
中就有 1 名主动报名、投身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物
业人员和师生志愿者组成
专业队伍，在投放站点定时
定点督导分类，垃圾分得更
精准，校园环境变得更好。
　　“以前，保洁人员在宿舍
楼道里进行垃圾分拣，不仅
气味大，而且遇上大风天，垃
圾到处飞，他们总是捂着鼻
子绕着走。”林业大学大二学
生孙嘉靖对此变化感触尤
深，“现在，学生宿舍形成内
部值日表，定人定时定点下
楼进行垃圾分类和投放。”
　　林业大学推动学生垃
圾分类习惯养成是北京各
级各类高校文明新风的一
个缩影，这股新风也助推了
中国首都文明“新时尚”的
形成。

吸纳学生参与

　　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北
京市各级各类学校垃圾分
类宣传知晓率、师生参与率、
桶站配置率实现全覆盖，成
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先
行区。
　　这得益于北京在学校
中设立垃圾分类志愿岗位，
将学生吸纳入垃圾分类管
理工作，提升了学生践行垃
圾分类的主动性和获得感。
　　在北京市第二十中学，74 个班级
里每个班级有一到两个“站长”，每层
教学楼内设置可回收物存放站，学生

“站长”在固定时间段值守，引导班级
将可回收垃圾积累起来“变废为宝”，
带动全班同学养成良好习惯。
　　成为“站长”前，初二学生丁姝仪
参加了培训，掌握了垃圾分类的基本
知识。“过去，废旧纸张、塑料瓶、玻璃
瓶等可回收物都与其他垃圾混在一
起投放。现在，我的工作就是提醒同学
们分开投放，加大对可回收物的资源
利用。”

垃圾分类融入课堂

　　在北京，不少学校将垃圾分类知
识融入课堂，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开
展资源可回收创新项目和艺术创造，
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在通州区贡院小学，看似无用的

垃圾经过创意加工，变成
了一个个极具美感的装饰
品，挂在二层的走廊天花
板两边，让同学们感受“变
废为宝”的成就感。校长左
春云介绍，“双减”实施后，
学校利用课后服务时间，
把垃圾分类知识有机渗透
到各学科教学中。
　　在贡院小学，语文老
师以“垃圾也有大用途”为
主题创作诗歌；数学老师
开展“一张纸有多大”“节
约用水”等小课题研究；音
乐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创作
了《垃圾分类》课桌舞……
　　海淀区前进小学则将
垃圾分类融入美育教育，
学生们用废旧纸张、快递
包装等可回收物进行艺术
创作。酸奶盒变身盆栽、彩
色废纸条制成衍纸画、卷
纸筒外表画上画做成笔
筒……
　　“垃圾放对了地方就
是资源。”前进小学校长王
立平说，“近年来，学校通
过鼓励学生和家长进行废
物再利用、再回收，筹集了
10 万元爱心公益资金，为
远在新疆和田的学校捐建
了电影屏幕，让边疆地区
的学生们感受到垃圾分类
的力量。”

  助推文明“新时

尚”形成

　　北京部分中小学还推
动学生和家长“结对子”，
将垃圾分类作为亲子沟通
和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组
成部分。
　　“我将学到的垃圾分
类知识和爸妈分享，并自
愿向社区居民进行宣传，
手把手教他们进行垃圾分
类投放。”北京市通州区梨
园学校七年级学生卢念
阳，还与爸妈将废旧饮料
瓶制作的小铲子挂在社
区，方便居民们铲宠物
粪便。
　　卢念阳一家是梨园学
校认定的“环保志愿 家
庭”，梨园学校遵循“学

校—家庭—社区”的工作路径，充分
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开展垃
圾分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成效
明显。
　　垃圾分类推行后，海淀区前进
小学让学生和家长在寒暑假期间，
连续 21 天携手对垃圾分类过程进
行记录，推动垃圾分类意识和习惯
的养成。
　　近年来，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
成效明显。截至目前，居民垃圾分类
知晓率达到 98%、参与率达到 90%
以上、自主分类投放准确率达到
85%。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
说，垃圾分类的实施有赖于社会的
广泛参与和不懈努力。在校园中扎
实推进垃圾分类，引导广大师生员
工在长期坚持中养成良好的文明习
惯，将更好地发挥对全社会的辐射
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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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汪军）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18 日对贵州
进行督察反馈。督察认为，近年来贵州
积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取得
较大成效，但与党中央要求和人民群
众期盼相比仍有差距，一些流域、区域
生态环境问题还比较突出。
　　督察指出，贵州一些地方和部门
对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定力不
够。赤水河流域白酒企业违法建设、破
坏生态问题时有发生，对流域生态环
境造成威胁，仁怀市执行相关产业发

展区域布局规划不严，限制发展区和
规范发展区违法用地、未批先建等问
题突出。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管控不
力，六盘水市未按要求落实产能置换
指标，2025 年全市焦化产能将达到
1400 万吨，远超全省的 950 万吨规
划产能限额。
　　督察发现，长江保护修复问题依然
突出。赤水河流经遵义仁怀市茅台镇的
11 条支流中，有 4 条水质为劣 V 类，
赤水市丙安水库工程违规在赤水丹霞
世界自然遗产地内设置施工营地，采石
场施工造成生态破坏，大量碎石、泥浆
排入丙安河。乌江流域“三磷”污染依然
突出，贵州省现存磷石膏上亿吨。

　　督察指出，贵州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全省污水收集
率不高，其中紫云县污水收集率仅
为 3.2% ，抽查 64 个县（市、区）有
23 个存在污水直排溢流问题，毕节
市生活污水直排问题突出。
　　督察认为，贵州自然生态保护
问题突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黄平县未落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负面清单要求，麦巴铝土矿、王家寨
铝土矿等禁止类产业仍在非法开
采，2019 年以来新增生态破坏面
积近 28 公顷。全省在产砂石矿山
中，有 507 家存在各类环境问题，
其中未进行生态修复的 163 家。

　　贵州积极配合督察，推动问题整
改。截至 2022 年 2 月底，督察组交办
的 2307 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基本办
结，约谈 161 人，问责 86 人。
　　督察要求，贵州要守好西南地区
生态安全屏障。要着力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严控“两高”项
目盲目上马，提升赤水河流域治理的
系统性、科学性，严格落实“三磷”污染
防治和“以渣定产”政策，合理推动小
水电清理整治。要加大自然保护地管
理和生态修复，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
施短板。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
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
肃、精准、有效问责。

聚焦中央环保督察

中央第二生态环保督察组向贵州反馈督察情况

贵州一些流域、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较突出

春 到 拉 萨
  ▲这是 3 月 20 日在布达拉宫广场拍摄的柳枝。当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春
分，拉萨气温逐渐转暖，人们走向户外，感受春天。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谢樱）湖南省
人社厅决定于 3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工时和休息休假
权益维护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超
时加班问题，依法保障职工工时和休
息休假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此次行动检查对象主要聚焦辖区
超时加班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重点园区，突出互联网(平
台)企业及关联企业、研发岗位占比较
高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加
工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检查内
容包括企业制定工时、休息休假内部
规章制度情况；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
度情况；企业安排加班情况及依法与
工会和劳动者协商情况；企业落实职

工休息休假制度情况；企业支付加
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情况。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还将深入
重点企业和工业(产业)园区，有针
对性地开展工时、休息休假制度普
法宣传活动。如发现用人单位有相
关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理
处罚并督促限期整改。

湖南集中排查整治超时加班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倪元锦）北京市
生态环境局 18 日召
开发布会介绍，2021
年，以保护生态空间
和助力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为重点，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全
市生态环境部门开展
蓝天、碧水、净土、自
然生态保护等 11 个
方 面 6 0 项 执 法 任
务，查处各类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近 2.23
万起，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 1.47 亿元。
　　“涉及大气治理
方面的执法，涵盖了
固定源和移动源两大
领域。”北京市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
总队长赵志威通报，
固定源方面，去年立
案查处 5860 起，实
施查封扣押、限产停
产、移送行政拘留、涉
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等案件 650 起；移动
源方面，处罚超标重
型柴油车 1.42 万辆
次、非道路移动机械
2219 台次、检测场
19 起。
　　推进蓝天保卫
战，是北京生态环境
治 理 的 重 点 之 一 。
2021 年，针对涉挥发
性有机物（VOCs）工
业企业、重型柴油车、
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重
点领域，北京组织开展“夏季攻坚”“进
工地”“进驾校”“节假日旅游客车”等

“一微克”专项执法，开展涉气检查
11.7 万家次，抽测重型柴油车 290 万
辆次。
　　科技手段在环境执法中获得深度
应用。小到一辆机动车，使用机动车遥
感、黑烟抓拍进行非现场执法；大到大
尺度生态空间保护，利用卫星遥感和
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开展巡查排查，都
体现科技化执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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