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忠市民政局“谁执法谁普法”四个清单工作分解表

序号 项目 内容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

责任清单

责任领导 责任科室 责任人 普法对象

1
习近平

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

1.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局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各党支部党员重点学习内

容，通过专题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
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活动。2.
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带头学法用法守
法，做学法表率，全面实行领导干部年

终述法制度。3.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
育培训总体规划，健全完善干部学法用
法培训机制，加强对干部学法用法考核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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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理论大讲堂”等平
台，发挥基层普法阵地作用，推动习近

平法治思想宣传教育走深走实。5.将普
法宣传工作纳入效能考核，作为评先选
优、选拔任用干部重要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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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透精神、践行要

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2.党政主要负
责人在年终述职述廉的同时进
行述法，带头学法用法守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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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每年组织党员干部至少开展1
次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或
研讨。5.每年开展一次干部学
法用法考试，参学率、通过率
达98%以上。6.通过广泛的学习

宣传阐释工作，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捍
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
护”。

马  进 办公室 马  蓉
全体干部
职工；服
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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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清单

责任领导 责任科室 责任人 普法对象

2 宪法
《宪法》及《国旗法》《国
歌法》《国徽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

1.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组织民政系
统干部职工原原本本学习宪法文本，弘
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阐释并领
会好新时代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涵
和意义。2.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增强维

护宪法权威的自觉性。3.结合“12·4”
国家宪法日，组织开展“宪法进社区
”“宪法进民政服务机构（窗口）”“
宪法进社会组织”等“宪法宣传周”集
中宣传活动，并推动学习宣传常态化。
4.加强《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
》等宪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加强

日常管理，带头规范升挂国旗、奏唱国
歌和悬挂国徽等行为。

1.推动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带头

遵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提
升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
力。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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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基层

政权和社会
事务科社会
组织管理科
社会救助和
养老服务科

马  进        
张  坤        
杨有凯

董文峥  
杨  鑫  
陈越君  
马  蓉

全体干部
职工； 服
务对象

3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将民法典作为民政系统普法重点，利

用“民法典”宣传月广泛开展学习宣
传，重点做好民法典中涉及民政业务的
法律条文的学习宣传。2.积极参与“美
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积极作用，通过开展
公益宣传、专题培训、民政服务机构开
放日活动等方式，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

边、走进群众心里,不断推动民法典在民
政系统贯彻落实。

1.推动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准确
把握核心要义，不断提高运用

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
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
能力。

办公室 马  进 马  蓉

全体干部

职工；服
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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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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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党内法规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
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
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国
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
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
利保障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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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以党章、准则

、条例等为重点。2.把学习党内法规列
入干部职工理论学习。3.持续开展“以
案释法”反腐倡廉典型案例宣传活动，
发挥正面典型倡导和反面案例警示作用
。

1.把党内法规学习与“法律进
机关”结合，组织开展互动性

强的主题宣传活动。2.注重结
果运用，把学习掌握党内法规
作为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促
进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
制度化。

马  进 办公室 马  蓉 全体党员

5

民政业务

相关法律
法规

《保密法》《档案法》《网
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
文管理条例》《宁夏档案条
例》《国家安全法》《反分
裂国家法》《民族区域自治
法》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将普法工
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
实；2.在“4.15”国家安全日、保密宣

传月、民族团结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
普法学习宣传；3.加大民政法治文化宣
传力度，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运用
各类媒体、平台、普法宣传阵地普及法
律知识，传播法治信仰；4.组织开展保
密法治学习或培训。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1次；
3.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成效显
著，法治文化氛围浓厚；4.普
法工作档案资料齐全、管理规
范。

马  进 办公室 马  蓉
全体干部
职工；服
务对象

6
《公务员法》《档案法》等

干部人事管理政策法规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将普法工
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
实；2.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教育
活动；3.加大民政法治文化宣传力度，
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运用各类媒体
、平台、普法宣传阵地普及法律知识，
传播法治信仰。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干部职工
主动参加法治培训或专题讲
座；3.落实法治教育培训制
度，督促干部职工完成普法学
习任务；4.普法工作档案资料
齐全、管理规范。

马  进 办公室 马  蓉
全体干部
职工；服
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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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政业务
相关法律

法规

《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
法》《行政强制法》《行政
诉讼法》《行政复议法》《
安全生产法》《监察法》《
信访工作条例》等法规规章

。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将普法工
作列入厅绩效目标考核内容，与业务工
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2.制定民
政系统普法工作计划；3.按要求及时向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报送工作信息
及其他相关材料，积极宣传报道工作经
验和先进典型；4.结合“法律八进”活
动，加强法治培训。5.把学习相关法律
列入干部职工理论学习；6.组织开展以
案释法活动；7.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
诉工作。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利用
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
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每年不少于2次；3.法治文化阵
地建设成效显著，法治文化氛

围浓厚；4.普法工作档案资料
齐全、管理规范。

马  进   
张  坤   
杨有凯

办公室       
各科室、单位

各科室、
单位负责

人

全体干部
职工；服
务对象

8

《会计法》《审计法》《票
据法》《预算法》《政府采
购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宁夏审计监督条例

》《宁夏财政监督条例》《
宁夏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将普法工
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
实；2..把学习相关法律列入干部职工理
论学习；3.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

教育活动。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1次
。3.普法工作档案资料齐全、

管理规范。

马  进   
张  坤   
杨有凯

办公室       
各科室、单位

各科室、
单位负责

人

全体干
部职工

9
《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
团体登记条例》《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将普法工
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

实；2..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教育
活动。3.结合“法律进社会组织”活
动，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活动；4.利用专
项执法整治、执法检查等进行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不少于1次
。3.普法工作档案资料齐全、
管理规范。

杨有凯 社会组织管理科 杨  鑫
全体干部
职工、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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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清单

责任领导 责任科室 责任人 普法对象

10

民政业务

相关法律
法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宁
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宁夏

回族自治区特困人员认定办
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最低
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暂行办法
》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普法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2. 把学习相关法律列入干部职工理论学
习；3.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教育
活动；4.利用低保专项检查、具体业务
办理等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2

次面向服务群体的集中宣传教
育活动；3.根据特定群体的法
律需求及时开展法律咨询服务
。

张  坤
社会救助和养老

服务科
董文峥

全体干部

职工、       
服务对象

11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村民委员
会选举办法（修订）》《宁

夏回族自治区村务公开办法
》《社区矫正法》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普法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2. 把学习相关法律列入干部职工理论学
习；3.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教育
活动；4.结合“法律进社区”活动，组
织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1
次面向服务群体的集中宣传教
育活动；3.普法工作档案资料
齐全、管理规范。

杨有凯
基层政权和社会

事务科
陈越君

全体干部
职工、       

服务对象

12

《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行

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名条例
》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普法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2. 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教育活

动；3.利用界线联检等时机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1
次面向服务群体的集中宣传教
育活动；3.普法工作档案资料
齐全、管理规范。

杨有凯
地名标准化服务

中心
吴  中

全体干部
职工、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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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政业务
相关法律

法规

《殡葬管理条例》《宁夏回

族自治区公墓管理暂行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管
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普法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2. 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教育活动
。3.充分利用清明节、中元节等集中宣
传殡葬政策及法规；4.结合公墓执法检
查开展普法活动；5.结合未成年人保护
法开展普法活动。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1

次面向服务群体的集中宣传教
育活动；3.普法工作档案资料
齐全、管理规范。

张  坤   

杨有凯

基层政权和社会
事务科       

殡葬管理所   
儿童福利院

陈越君  
马  蓉  
白红兵

全体干部
职工、       
服务对象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宁夏回族自治
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养老服务促
进条例》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普法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2. 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教育活动
。3.充分利用敬老月、安全生产月等集
中宣传相关政策及法规；4.结合福利机

构安全检查开展普法活动。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1
次面向服务群体的集中宣传教
育活动；3.普法工作档案资料

齐全、管理规范。

张  坤
社会救助和养老

服务科
王锦岗

全体干部
职工、       
服务对象

15
《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志愿
服务条例》

1.落实主要负责人普法责任，普法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2. 参加各级组织的法治培训和教育活动
。3.充分利用“9.5中华慈善日”、志愿
者活动日进行专题普法。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
度普法工作任务；2.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1
次面向服务群体的集中宣传教
育活动；3.普法工作档案资料
齐全、管理规范。

张  坤   
杨有凯

社会组织管理科
慈善发展服务中

心              

杨  鑫  
马虹芳  

全体干部
职工、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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