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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持人

如果是站立主持，应双腿并拢，腰背挺直。单手持稿时，应

右手持稿的中底部；双手持稿时，应与胸齐高。坐姿主持时，应

身体挺立，双臂前伸，两手轻按于桌沿。主持过程中，切忌出现

搔头、揉眼、跷腿等不雅动作。

主持人应根据会议性质调节会议气氛，或庄重，或幽默，或

沉默，或活泼。

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对会场上的熟人不宜打招呼，也不宜

寒暄闲谈；会议开始前或会议休息时间可点头、微笑致意。

3、发言者

发言时要掌握好语速、语调、音量，开始和结束时可以用鞠

躬或起立等方式致谢。

要自谦自重。在发言时，不应自吹自擂，少用“我”字，应

力戒自我推销、自我宣传和自我肯定。

要尊重听众。发言时要着装整洁端正，妆饰得体；发言结束

时，要先道一声“谢谢大家”，再欠身施礼，然后才能退场。

4、与会者

与会者着装应符合礼仪规范，衣着整洁，仪表大方。应严格

遵守会议时间、议程。

应按顺序入场、退场。入场顺序一般为先内宾，后宾客；先

群众，后领导；退场顺序一般为：先宾客，后内宾；先领导，后

群众。

应专心“听会”，做好记录。

发言应服从会议安排，或征得主持人的许可。

与会者应注意以下禁忌：

不得早退或无故缺席。

不得在会场随意走动。

禁止有碍视听的不良举止和噪音。不得让个人通讯设备发出

声响，更不得在会场旁若无人地大声接听电话。

会间不得交头接耳；不得闭目养神；不要吸烟；不得传阅与

会议无关的读物。

（三）访   问

1、客随主便的原则

外出进行公务时的参观访问，一般都经过了东道主的精心设

计和安排，个别的活动还经过了当地上级的审批，应当尊重主人

的意愿，客随主便，服从安排。

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服从主人的安排，是尊重对方的

行为。主人的安排，一般会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对主人

的安排和建议不得生硬地拒绝。

客随主便是一个重要原则。既不失礼，又不提过多的要求，

这样做，会给东道主留下友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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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迎送规格

迎送陪同人员的规格，应根据来访主宾的身份、访问目的、

时间长短和重要程度等来确定。一般情况下我方可安排业务对口

的副职或职位相当的人士出面迎送陪同，迎送陪同时其他人员不

宜过多。

（四）接  待

2、把握抵离时间

迎送人员应于宾客抵达之前到达迎送地点。但由于天气变化

等多种因素，宾客乘坐的交通工具经常不能准时到达。因此，为

不耽误迎送人员的时间，需要密切关注宾客的准确到达时间，及

时通知相关迎送人员。

3、准备休息场所

迎送较高级别宾客，应提前在迎送地点备好贵宾休息室、饮

料等，以供贵宾和我方主要迎送人员等候、寒暄、交谈、休息时

使用。

4、办理相关手续

规格较高的宾客乘交通工具抵离当地，接待人员应提前为其

协调安排好交通工具和酒店入住等，并办妥相关手续，以保证贵

宾顺利通行。

5、做好介绍宣传

在陪同宾客参观游览时，作为主人应适时向宾客介绍当地有

关基本情况，宣传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以提高宾客的兴趣和关

注程度。

（五）宴  请

1、确定时间地点

宴请的时间，应考虑主宾双方的合适和方便，同时要考虑宴

会的性质和形式。正式宴会一般安排在晚上进行，便宴则可以安

排在其他时间。此外，宴请特殊风俗习惯的宾客，还要适当考虑

2、尊重当地风俗的原则

到一个新地方，要服从主人的安排，入乡随俗，遵从当地的

风俗。尤其是出国访问或到少数民族地区时更要注意，严格遵守

当地风俗。

3、遵守“自费项目自己付费”的原则

参观访问时，需自费的项目要自己主动付费，以免增加主人

的负担。

以上三个原则，是参观访问要认真遵守的，也是作客的基本

礼貌，在参观访问的场合要非常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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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禁忌的日子和方式。

地点选择要适当，要考虑宴请规格、餐饮特色、环境情调及

服务水平等因素。

2、确定对象范围

邀请对象既不能遗漏，又不能凑数。要根据宴会规格、性

质、主宾身份、习惯做法确定。邀请对象中如有对立方、持不同

政见等人士，要慎重考虑。

3、确定宴请菜单

宴会前，组织者应十分重视菜单的预审。预审菜单要做到

“突出特色，客随主便”。首先要考虑来宾的年龄、性别、健康

情况、饮食禁忌、习惯和喜好。同时要尽量多上一些有民族特

色、本地风味、酒店拿手和客人特别提出的菜肴，有特殊需要

的，可以单独上菜。应注意色香味形和荤素搭配，要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不要铺张浪费，少上昂贵菜肴，杜绝有损环保形象的菜

肴。

正式宴请要印制菜单，一桌一份或人手一份。

4、提前发出邀请

在组织正式宴请活动时，应提前印制并发出正式请柬。请柬

通常至少提前一周送达，临时通知被邀者是一种失礼的行为。

5、做好席位安排

（1）安排桌次

以右为上。此时的左右，是在室内根据“面门为上”的规则

确定的。

以远为上。以餐桌距门远者为上。

（2）安排座次

 面门为主。即面对餐厅正门之位是主人之位。有两位主人

时，双方则可对面而坐，一人面门，一人背门。

主宾居右。主宾一般在主人右侧之位就坐。

好事成双。根据传统习俗，凡吉庆宴会，每张餐桌上就坐之

人应为双数。

各桌同向。通常，宴会上的每张餐桌上的排位均大体相似。

6、做好迎宾准备

宴会迎宾时，主人应在门口迎接客人。与客人握手后，由工

作人员引进休息室，或者直接进入宴会厅，但不入座。休息室内

有相应身份的人员照料客人。主宾到达后，由主人陪同进入休息

室与其他客人见面。然后准时进入宴会厅，全体客人就座，宴会

正式开始。

7、注意就餐细节

举止应庄重文明，无论站姿、坐姿都要端正。不要东依西

靠，不要跷二郎腿，晃来晃去；切忌用手或刀叉指指点点。

当主人起身敬酒时，应暂停进餐，注意倾听。主人和主宾先

碰杯，人多时可同时举杯示意，不一定碰杯。主人没有举杯请饮

时，不要自斟自饮；饮酒不要过量；敬酒不要硬劝强灌。

就餐时，应找一些轻松、合适和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与同桌

的所有人进行交谈，保持热烈、友好的气氛。避免谈论影响心情

和胃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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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   餐

1、餐具的使用

西餐宴席上使用的餐具主要是刀、叉、匙、盘、杯等。西餐

一般是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吃菜过程中刀叉像“八”字摆放在

菜盘上，吃完一道菜应将刀叉并列放在盘子的右边。不要举着刀

叉和别人说话，不应将叉齿、刀口朝向别人，不应发出刀叉相碰

的声音。

2、用餐方法

吃肉类菜时有两种方式：一是边割边吃；二是先把肉块（如

牛排）切好，然后把刀子放在食盘的右侧，单用叉子取食。

吃鱼时，应从鱼的中间切开，把肉拨到两边取掉鱼刺鱼骨，

慢慢食用。

食用肉饼、煎蛋、沙拉，都不用刀，只用叉。

面包应用手指掰成小块食之。炸薯片、炸肉片、普通三明治

等食物，跟面包一样，用手取食。取食时，仅限于用拇指和食指

拈取，食后用摆在面前的小手巾拭手。吃甜点可用叉或匙。

喝汤时，用匙进食。舀汤时，应从盘子里面向外舀。盘中汤

不多时，千万不可端起汤盘吮吸，而应用左手将汤盘微微外倾，

用匙舀尽。

吃梨、苹果等食物，应用水果刀将水果切成小块后去皮食

用。吃香蕉时，应先去皮后放在盘子里，用刀切段食用。吃橘子

应用手把皮剥掉，一片一片地掰开吃。用餐过程中自己够不着的

调味品等，可以请别人帮忙递过来，也可应别人要求传递给他

们，传递应用右手。进食时，骨头、肉屑、果皮等，可放在食盘

的右角。果核则吐在餐巾纸里，不可随便抛在桌子上或地上。

喝咖啡和茶的方式是用小茶匙搅拌放糖，搅匀后仍将茶匙放

回原处再喝（茶匙不能放在茶杯里）。喝时，右手拿起把，左手

端杯托碟。

若有事暂时离席，请将餐巾放在椅子上。

3、吃西餐应注意以下细节

吃西餐时，不应拒绝对方的敬酒，即使自己不会喝酒，也应

端起酒杯回敬对方，否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吃西餐饮酒忌讳举杯一饮而尽，文雅的饮酒是懂得品评酒的

色、香、味，慢慢品味。在西餐宴席上往往是敬酒不劝酒，即使

做 文 明 事做 文 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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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馈赠礼品要合时

认真挑选了礼品，还应注意选择正确的送礼时机和送礼方

式。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馈赠效果。馈赠应注意以下细节：

选择馈赠方式。赠送礼品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当面赠

送，这是最庄重的一种方式；二是邮寄赠送；三是委托赠送。

把握馈赠时机。赠送礼品应讲究时机，时机适当，送的自

然，收得妥帖。

确定送礼地点。赠送地点需要认真斟酌，选错地点，会影响

馈赠效果。

掌握馈赠礼节。礼品一般要精心包装，外国人尤其重视礼品

的包装，精美的包装本身就意味着对受礼者的尊重。面交礼品

时，要适当对寓意加以说明。动作要落落大方，并伴有礼节性的

语言表达。国内赠礼喜欢说些谦词，如“小小礼品，不成敬意”

等，给外宾送礼则可不必这样说。

3、接受馈赠要慎重

受赠如果不讲礼节，会伤害赠送者的感情，也会影响自身形

象。接受馈赠应注意以下细节：

收受有礼。对于那些不违反规定的馈赠，应表现得从容大

方，接受礼物时，要双手相接，然后与赠送者握手致谢。受礼

后，可以当面打开欣赏一番，并加以赞赏。收受后礼品不要随手

乱扔，丢在一边。

拒收有方。公务活动中应学会拒收礼物。对于有可能影响公

正执行公务的礼物，要坚决地拒收。拒收礼品应当场进行，尽量

不要事后退还。拒收时，要感谢对方的一番好意，同时说明不能

接受的理由。

（七）馈   赠

 1、选择礼品要适当

选择礼品应重点考虑送礼的目的、与受礼者之间的关系、对

方的兴趣爱好、风俗禁忌和礼品的价值等因素。

赠送礼品一般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同时要考虑彼此之间的关

系。尽量做到“投其所好”。尊重对方的习俗、礼俗和个人禁

忌。礼品应以轻巧为宜，不宜过于贵重。送礼不在轻重，而在诚

意和适当。

是劝酒也只是点到为止。

吃普通西餐时，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菜：冷盘；汤；热菜；点

心；水果；咖啡或红茶。

食用自助餐时应注意取餐人流的方向，不要逆向取餐；一次

不要取过多的菜，可多次少取。

吃西餐饮用葡萄酒时应注意与菜品的搭配。一般红葡萄酒配

以肉类为主的菜品；白葡萄酒配以海味为主的菜品。

做 文 明 事做 文 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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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涉  外

不管是出席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不管是主人身份还是

客人身份，都应遵守涉外礼节，不能失礼。

注意仪容举止，树立良好形象。

遵守时间，信守约定。

谦恭礼让，不卑不亢。

尊重隐私，善选话题。

男士们谨记：女士优先是一切场合的规则。

了解对方的宗教、信仰、节日、礼俗、禁忌、习惯，包括一

些手势语的不同含义等，这将有助于你与他人的交往。

做 文 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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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公德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社会】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公民】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2、公民道德规范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3、志愿服务的精神：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奉献：奉献精神是指志愿者在不计报酬、不求名利、不要特

权的情况下，开展关爱社会、帮助他人等义务行动的集中体现。

友爱：友爱精神是指志愿者在开展志愿服务中，欣赏他人、

与人为善、平等尊重的精神写照。

互助：互助精神是指志愿者用爱心扶危济困、助人为乐，并

带动社会形成“互助”风尚的道德品格。

进步：进步精神是志愿者通过开展志愿活动，提升道德风

尚、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

4、汕头市民文明公约

热爱祖国，振兴汕头。爱岗敬业，实干担当。

衣着得体，文明礼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讲究卫生，保护环境。文明出行，维护秩序。

志愿服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弘扬正气。

移风易俗，崇尚科学。尊师重教，崇文尚德。

敬老爱幼，家庭和睦。邻里守望，互帮互助。

5、汕头市公共场所行为规范

文明礼貌，不粗声秽语。衣着得体，不袒胸赤膊。

讲究卫生，不乱扔乱吐。保护环境，不乱排乱占。

爱护市容，不乱张乱贴。遵守交规，不违章乱闯。

文明行车，不车窗抛物。遵守秩序，不抢道插队。

健康娱乐，不噪音扰民。理性上网，不信谣传谣。

6、游园应遵守的礼仪

（1）游园是一种休闲活动，着装应以休闲装为主，不应西装

革履，与游园的轻松气氛不协调。

（2）在参加娱乐活动时，应当自觉排队，服从工作人员的管

理。

（3）在拍照时，应互相谦让，按照先后次序进行，对文物建

筑等不准拍照或不得使用闪光灯时，应严格遵守规定。

（4）游园时不应尾随他人，或是悄悄旁听他人的介绍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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