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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政发〔2021〕56 号 签发人：伏 博

关于修订高仁乡普法责任制“四清单一办法”
的通知

各村、各办（中心）：

为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确保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取得实效，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现就高仁乡2021

年度普法责任“四清单一办法”修订内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按照标准认真贯彻执行，确保普法责任落实做细。

附件: 1.《平罗县高仁乡普法内容清单》

2.《平罗县高仁乡普法责任清单》

3.《平罗县高仁乡普法措施清单》

4.《平罗县高仁乡普法标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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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罗县高仁乡普法工作考核办法》

平罗县高仁乡人民政府

2021 年 8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平罗县高仁乡人民政府 2021 年 8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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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平罗县高仁乡普法内容清单

序号 内 容

1 习近平法治思想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法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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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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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54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55 信访条例

56 宗教事务条例

57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58 黄河水量调度条例

59 中国共产党章程

60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61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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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63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6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65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66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67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6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69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70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71 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

72 宁夏回族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

73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

74 宁夏回族自治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75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76 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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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平罗县高仁乡普法责任清单
序
号

普法责任
主体 重点普法内容 重点工作任务

1 综合办公室

开展保守国家秘密法、档
案法、宁夏回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工作规则、宁夏回
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
规定等宣传

1.贯彻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
行政决策规定》。
2.严格规范保密文件的管理和处
理。
3.做好政务公开和档案管理工作。
4.通过高仁乡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做好各类法律法规的宣传。

2 党建办公室

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学
习贯彻，组织全体干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开展《中国共产党章
程》等党内法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
干部管理相关法规以及
宗教事务条例宣传

1.抓好党委中心组学法。
2.抓好党内法规知识宣传以及党风
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
3.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宣传教育和干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宣传。

3
经济发展办

公室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等法律法规知识以及项
目工程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宣传

1.规范项目实施过程，加强安全生
产监督工作，做好项目实施及工程
管理相关法律知识宣传。
2.做好村庄规划及宅基地管理。

4
社会事务管
理办公室

开展村级民主治理，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
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者权益保
护法》等知识宣传；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等法律知识宣传

1.落实“四议两公开”，做好村委
会换届选举工作。
2.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建设旅
游文化宣传阵地，组织开展法治文
艺活动。
3.开展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和爱国卫
生运动，宣传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知
识。

5
综合执法办

公室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中华人民共

1. 开展辖区管理、环境保护、文化
市场等综合执法工作。
2. 做好执法设备管理、罚没资金管
理等工作。
3.做好安全生产及相关法律法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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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法律法规知识宣传

识宣传。

6
民生服务中

心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
役军人保障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开
展人口与计划生育、低
保、扶贫等政策宣传

1.做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和相关政
策宣传。
2.做好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宣传。
3.做好低保相关政策法规宣传。
4.做好残疾人保障及相关政策法规
宣传

7
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知识宣
传

1.做好农业安全生产、农业技术推
广、农业科普文化宣传等工作。
2.做好林木管护、防火等工作。
3.做好水利灌溉、水利工程项目建
设等工作。
4.做好秸秆禁烧、封育禁牧工作。

8 综治中心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间谍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
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开展
《信访条例》、《政法工
作条例》、《法律援助条
例》等知识宣传

1.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
作，组织开展政法综治月宣传活动。
2.做好信访维稳、重点人员教育、
管理工作。
3.做好禁毒宣传教育工作。

9
财经服务中

心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知识宣传

1.做好国家财经政策的宣传。
2.做好项目资金管理。

10 畜牧站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知识
宣传

1.在开展畜牧防疫工作中进行畜牧
防疫法律法规宣传。
2.开展动物检疫法规宣传和实施。

11 司法所

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宣
传；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调解法》、《法律援助条
例》等法律法规知识宣传

1.制定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安排。
2.抓好法治乡村建设。
3.开展“八五”普法宣传教育。
4.抓好“重点对象”法治宣传教育。
5.开展“法律八进”活动，在重要
节点开展法治宣传、法治讲座等。
6.拓展法律援助知晓率，加强社区
矫正对象监督教育、人民调解力度。

12 各村

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
法规知识

1.参加乡政府组织的各类法治宣传
活动。
2.利用党员大会、冬季轮训、下队
入户等契机对村民开展法治教育。
3.做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4.协助司法所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
帮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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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平罗县高仁乡普法措施清单
序

号
具体措施 承办部门

1

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学习纳

入乡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以及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中，利

用会前学法、专题培训等形式组织领导干部集中学习。

综合办公室、党

建工作办公室

2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具体执法管理、服务过程中向群众

宣传有关法律规定、法律程序，解答有关法律问题。把执法、

管理、服务现场变成向群众宣传普及法律的第一现场。

各办（中心）、

各村

3

突出重要时间节点普法。在春节、“3．8”妇女节、“3．15”

消费者维权日、“12.4”国家宪法日、禁毒宣传月、综治宣

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积极开展法治文化宣传，广泛宣传法

律法规，扩大法律覆盖范围，引导村民学习相关法律知识，

树立法律意识。

各办（中心）、

各村

4

推进“互联网＋法治宣传”。充分利用普法网站、微信和客

户端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利用电子显示屏、法治广

场、微信群及村级宣传阵地等大众传媒的优势，开展法治宣

传。

各办（中心）、

各村

5

开展“以案释法”活动。选取与村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损

害赔偿、婚姻家庭、信访上访等常见的案例，在乡村干部学

习培训及日常宣传中进行宣传解读，用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

型以案释法，更直观易懂，便于群众接受。

各办（中心）、

各村

6

聘请法律顾问、普法讲师团授课进行普法。聘请讲师团或律

师，开展法治讲座、专题培训和主题报告等活动，提高乡村

干部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综合办公室、司

法所

7
加强法治宣传阵地建设，发挥法治文化广场等法治宣传阵地

的积极作用，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
各村

8

落实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责任，建立普法依法治理考核机制。

将普法依法治理纳入绩效考核系统实行考核，用依法治理的

成果检验普法宣传的成效。

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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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平罗县高仁乡普法标准清单
序号 内容 具体标准

1 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
将学习法律法规纳入领导干部学习计划。 在
乡干部大会会前集中开展学习。每年组织开
展法律考试。

2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依法治国

重要论述

1.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2.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依法治国内容纳入党
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内容，开展集中学习或自
学。

3
突出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1.深入宣传《宪法》至上、依宪治国、依宪
执政等理念。
2.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在全乡普遍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
传教育。
3.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
确保宣传实效。

4 深入宣传行政相关法律法规
1.大力宣传依法行政领域的法律法规。
2.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的意识，提升法治思维。

5
抓好宣传月及各类主题法治宣传

活动

认真组织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开展内容丰
富、载体多样的活动。 发挥各类宣传平台的
作用突出宣传实效。

6 深入开展“法律八进”
针对各行业和不同对象的需求，创新普法方
式方法开展普法，确保普法取得实效。

7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
1.扎实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
2.因地制宜建立法治文化宣传阵地。
3.积极培育“法律明白人”。

8 抓好法治政府建设

1.开展法治政府示范创建。
2.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
围。
3.开展权责清单的学习、宣传和落实。

9 建立普法依法治理考核机制
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绩效管理，开展年
度考核，确保普法治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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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平罗县高仁乡普法考核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县工作要求，深入推进普法责任制落

实，增强全乡干部职工法律意识，提高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水平，

充分发挥普法依法治理重要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结合

我乡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考核办法：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注重系统观

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以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推

动法治实践为主要任务，以强化普法责任制落实为主要抓手，深

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扎实推进依法治理水平，推进法治宣传教

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着力打造富有特色的法治宣传工作方式，

推动全乡干部树立法律意识，构建法治思维。充分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积极推动高仁乡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创新

发展，全面提高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水平。

二、考核对象及内容

考核对象为各办（中心）、各村;考核内容参照“四清单”

中所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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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法

(一)检查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各站所、各村普法依法治理工

作开展情况、普法宣传工作等资料。（各相关站所、各村普法工

作资料，可以提供书面、视频记录、图片等资料；各执法站所执

法情况、执法案卷。）

（二）日常考核评价。根据工作开展情况，考察平时普法工

作完成情况。

四、考核结果运用

考核分值满分 100 分，按照《平罗县高仁乡人民政府普法工

作考核细则》进行打分，最终得分按比例折算后计入绩效考核。

附件：平罗县高仁乡人民政府普法工作考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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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平罗县高仁乡人民政府普法工作考核细则

序号 重点工作 主要内容 检查方式 分值 得分

1

开展普法学

习宣传教育

活动

落实普法责任制 检查党组（中心组）学法

情况

15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查看笔记、会议记录 15

学习宣传《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法律法规。

查看活动情况及实时活

动资料
15

2 法治政府建

设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查看各项工作落实资料 15

法律顾问制度推行 查看工作开展情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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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面实施权

责清单

严格按照权责清单进

行工作落实

查看是否严格依照职权

事项落实，有无违规行使

职权
10

4.

健全普法依

法治理工作

机制

落实普法治理工作责

任

查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开展情况 10

建立普法工作考核机

制

查看是否制定普法工作

考核办法；考核结果是否

运用绩效考核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