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忠市科学技术局“谁执法谁普法”四个清单分解表

序
号

项目 内容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责任清单

普法责
任主体

普法对象

1
习近平法

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

1.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活动，将习近平
法治思想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干部理论学
习的常设议题，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民
普法工作；
2.自觉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精神，
提高法治素养、弘扬法治精神，增强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能力；
3.创新方式方法，通过举办培训班、学习班、研
讨班，运用“学习强国”、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
院等平台，组织开展多形式、分层次的学习培训
。

1.将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普法工作全
局，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2.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丰
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
个坚持”，每月突出一个主题开展学习，每季度
安排一次专题研讨；
3.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方式推
动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局办公室牵
头，各科
（室、中
心）配合

局机关全体
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2 宪法
《宪法》及《国旗法》
《国歌法》《国徽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1.深入学习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把宪法法律学
习列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干部理论学习的
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树立宪法至上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
2.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围绕
“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通过
发布法治宣传信息、摆放法治宣传展板、开展群
众法律咨询等形式，推动宪法走入日常生活，走
入人民群众，实现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

1.推动全体干部职工带头遵崇宪法、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每年开展宪法
法律知识考试1次，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2.积极参与全市宪法宣传活动，深入持久在全社
会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宪法精神进基层，使宪法走
入日常生活，走进人民群众心中。

局办公室牵
头，各科
（室、中
心）配合

局机关全体
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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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内容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责任清单

普法责
任主体

普法对象

3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

《民法典》《公务员法
》《保密法》《国家安
全法》《反分裂国家法
》《反有组织犯罪法》
《安全生产法》《禁毒
法》《家庭教育促进法

》等法律法规

1.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牢固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的意识，促进科技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
化、法治化建设；
2.强化节点日法治宣传，开展“3·15”、“4 
·15”、“4 · 26”、“5 ·12”、“11·9”、
“12·2”、保密宣传月、禁毒宣传月等行业宣
传日、宣传周专题法治宣传活动；
3.落实机关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
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完善年度考试考核制
度，加强全体干部学法用法考核；
4.充分利用局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普法信息，传播法律知识，扩大普法宣传的
覆盖面，增强普法感染力和影响力。

1.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落实年度普法计划，
将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
实；
2.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纳入领导干部学
法必修课，落实领导干部年度述法制度，将领导
干部学法用法情况纳入年度考核重要内容；
3.组织干部职工参加网上学法考试1次，年底对干
部职工学法情况进行督查，将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情况纳入年度考核重要内容；
4.落实国家工作人员每年至少参加1次旁听庭审活
动的要求，切实发挥旁听庭审的教育警示作用，
强化执法人员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

局办公室牵
头，各科
（室、中
心）配合

局机关全体
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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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内容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责任清单

普法责
任主体

普法对象

4 党内法规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组
工作条例》《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中国共产党政
法工作条例》《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
条例》《中国共产党党
内法规制定条例》《中
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
条例》《中国共产党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等党内法规

1.把重要党内法规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的重要内容，以党章、准则、条例等为重点，注
重党内法规宣传同国家法律宣传的衔接协调，促
进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制度化；
2.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宣传党纪党
规，特别是要加强对党章的深入学习，做党章党
纪党规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3.加强廉政党内法规条例的学习，增强廉政意识
和纪律意识，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永葆自我革
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
觉。

1.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
2.开展1次党纪法规应知应会知识测试，以考促学
、以学促用，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
纪律意识，增强法治意识、程序意识；
3.常态化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切实增强党内法规
学习宣传感染力和实效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敬
畏法纪，守住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4.局党组本年度无违法违纪党员干部。

局办公室牵
头，各科
（室、中
心）配合

全体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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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内容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责任清单

普法责
任主体

普法对象

5

与业务相
关的法律
法规规章

《科学技术进步法》《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科学技术普及法》《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意

见》

1.强化对“十四五”期间制定、修订的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宣传，切实提高科技工作者
的法治意识，培养工作人员利用法治思维、法律
手段处理问题，确保各项科技（地震）工作有序
开展；
2.充分利用局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普法信息，传播法律知识，扩大普法宣传的
覆盖面，增强普法感染力和影响力；
3.利用科技“三下乡”、全国科普日、科普志愿
服务等活动，结合科技普法重点，向服务对象和
广大群众开展精准普法，将普法宣传教育渗透到
科技服务的全过程，在行业领域形成浓厚的学法
氛围。

1.强化法治理论学习，把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纳入年度学法计划，进一步推进
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日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牢
固树立法治思维，强化干部法治意识；
2.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结合业务职能
特点和普法对象的法律需求，每年组织开展法律
法规专题学习会不少于2次；
3.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集中学习无
特殊原因不得缺席，自学内容要及时安排，保证
效果，学习记录要字迹清晰，书写工整，不得漏
学、漏记。

农村与社会
发展科牵
头，各科
（室、中
心）配合

局机关全体
干部职工、
各类科技型
企业、科技

特派员

6
《防震减灾法》《地震
监测管理条例》《地震
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1.强化对“十四五”期间制定、修订的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宣传，切实提高科技工作者
的法治意识，培养工作人员利用法治思维、法律
手段处理问题，确保各项科技（地震）工作有序
开展；
2.充分利用局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普法信息，传播法律知识，扩大普法宣传的
覆盖面，增强普法感染力和影响力；
4.利用科技“三下乡”、全国科普日、科普志愿
服务等活动，结合科技普法重点，向服务对象和
广大群众开展精准普法，将普法宣传教育渗透到
科技服务的全过程，在行业领域形成浓厚的学法
氛围。

1.强化法治理论学习，把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纳入年度学法计划，进一步推进
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日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牢
固树立法治思维，强化干部法治意识；
2.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结合业务职能
特点和普法对象的法律需求，每年组织开展法律
法规专题学习会不少于2次；
4.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集中学习无
特殊原因不得缺席，自学内容要及时安排，保证
效果，学习记录要字迹清晰，书写工整，不得漏
学、漏记。

地震预防与
科技宣教科
牵头，各科

（室、中
心）配合

局机关全体
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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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内容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责任清单

普法责
任主体

普法对象

7

与业务相
关的法律
法规规章

《关于实施科技强区行
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
若干意见》《吴忠市开
展科技强市行动提升区

域创新能力实施方案
（2022-2025年）》

1.强化对“十四五”期间制定、修订的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宣传，切实提高科技工作者
的法治意识，培养工作人员利用法治思维、法律
手段处理问题，确保各项科技（地震）工作有序
开展；
2.充分利用局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普法信息，传播法律知识，扩大普法宣传的
覆盖面，增强普法感染力和影响力；
5.利用科技“三下乡”、全国科普日、科普志愿
服务等活动，结合科技普法重点，向服务对象和
广大群众开展精准普法，将普法宣传教育渗透到
科技服务的全过程，在行业领域形成浓厚的学法
氛围。

1.强化法治理论学习，把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纳入年度学法计划，进一步推进
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日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牢
固树立法治思维，强化干部法治意识；
2.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结合业务职能
特点和普法对象的法律需求，每年组织开展法律
法规专题学习会不少于2次；
5.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集中学习无
特殊原因不得缺席，自学内容要及时安排，保证
效果，学习记录要字迹清晰，书写工整，不得漏
学、漏记。

高新技术科
牵头，各科

（室、中
心）配合

局机关全体
干部职工、
各类科技型
企业、科技

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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