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忠市水务局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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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各党支部党员学习内容,通

过专题会议、专门研讨等形式,深入开

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活动。

2. 制定学习培训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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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开展法治讲堂、报告会等活动,

组织推动新闻媒体以专题报道、发表评

论员文章、组织访谈、开设专栏等方式,

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生动实践。

1.将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普

法工作全局,与水利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检查、同落实。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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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3.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

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 明确

工作要求,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在学思悟贯通、知行合一上见实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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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

“两个维护”。

局机关党委、法规与

水资源管理科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2
宪

法

《宪法》及《国旗法》《国

歌法》《国徽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

1.结合“12.4”国家宪法日,开展“宪

法宣传周”活动,广泛开展宪法学习宣

传教育。

2.国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开展宪

法宣誓活动。

3.加强《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

等宪法相关法的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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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暨宪

法宣传周宣传活动,突出宣传主题, 形

成宣传合力,增强宣传实效。

2.推动领导干部带头遵崇宪法、学习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提升水利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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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与水资源管理

科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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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义

法

律

体

系

《民法典》《刑法》《刑事诉

讼法》《民事诉讼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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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法》《国

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有组织犯罪法》《反分裂国

家法》《安全生产法》《禁毒

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

家赔偿法》《监察法》《劳动

法》《保密法》《信访工作条

例》等法律法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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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头讲法治课,做学法表率,全面

实行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

2.组织“世界水日”、“中国水

周”、“4·15”国家安全日、“6·26”

国际禁毒日、“民法典”宣传月、

安全生产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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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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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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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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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把学习相关法律作为基层党组

织“三会一课”内容。

1.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年终述职述廉

的同时进行述法,带头上法治课每年

不少于 2 次。

2.将普法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全局,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3.党组理论中心组、干部日常学法制

度健全,有学习计划,有明确学习任

务,并保证学习时间和效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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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

5.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处级以下干部

学法用法考试,参学率、通过率达

98%以上。

6.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开放日”活动。

局办公室、机关党委、

法规与水资源管理科、

水利质量监督站、规划

建设管理科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

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和

年度出台的部分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

11.结

1.举办有关法治讲座，开展以案

释法活动。

2.把学习相关法律作为基层党组

织“三会ー课”内容。

1.将普法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全局,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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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

3.学法、普法活动有记录、有资料。

法规与水资源管理科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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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党

内

法

规

《党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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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把学习党内法规作为基层党组

织“三会ー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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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党内法规学习宣传责任制,

注重党内法规宣传同国家法律宣 传

的衔接协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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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重用身边事例、现身说法,切实

增强 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感染力和实

效性。

局办公室、机关党委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5

涉

水

法

律

法

规

规

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1. 举办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

2. 结合“法律八进”活动,组织

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3.把学习相关法律作为基层党组

织“三会ー课”内容。

1.将普法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全局,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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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

3.学法、普法活动有记录、有资料。

规划建设管理科、水土

保持工作站、黄河管理

所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田水

利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文条例》《黄河水量

调度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

理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

1. 举办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

2. 结合“法律八进”活动,组织

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3.把学习相关法律作为基层党组

织“三会ー课”内容。

1.将普法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全局,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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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

3.学法、普法活动有记录、有资料。

规划建设管理科、水政

监察支队、黄河管理所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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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取

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功能区

监督管理办法》《黄河水量调

度管理办法》《占用农业灌溉

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办法》

《黄河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建

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黄河

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水

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1. 举办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

2. 结合“法律八进”活动,组织

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3.把学习相关法律作为基层党组

织“三会ー课”内容。

1.将普法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全

局,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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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

3. 学法、普法活动有记录、有资料。

农村水利与水保科、黄

河管理所、法规与水资

源管理科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自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宁夏

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节约用水条

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抗旱防

汛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办法》、《宁夏回族自治

区水资源管理条例》《宁夏回

族自治区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保护条例》《宁夏回

族自治区河湖管理保护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

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促进条例》

1. 举办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

2. 结合“法律八进”活动,组织

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3.把学习相关法律作为基层党组

织“三会ー课”内容。

1.将普法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全

局,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 同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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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

3. 学法、普法活动有记录、有资料。

法规与水资源管理科、

河湖管理中心、水土保

持工作站、水政监察支

队、规划建设管理科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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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农田水利

条例》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

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取水许

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

法》《宁夏回族自治区节水型社

会建设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

治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

法》《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宁夏

段水量调度办法》、《自治区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

族自治区节约用水奖惩暂行办

法>的通知》

1. 举办有关法治讲座、培训班。

2. 结合“法律八进”活动,组织

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3.把学习相关法律作为基层党组

织“三会ー课”内容。

1.将普法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全

局,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

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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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

3. 学法、普法活动有记录、有资

料。

农村水利与水保科、

水政监察支队

局机关、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