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卫市统计局“谁执法谁普法”四个清单工作分解表

序号 内容清单

责任清单 措施清单

标准清单责任

领导
责任人 责任科室 普法对象 学习宣传载体 方法措施

1

1.习近平法治思想；

2.习近平总书记对统计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黄玉华 邢天华

办公室

（法制

科）

全体干

部职工

1.干部理论学习

会议、“三会一

课”、专题培训；

2.干部教育培训

网络学院平台、

学习强国、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

3.印制宣传彩

页、折页、宣传

册等。

1.利用干部理论、党组中

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

课”等学习形式开展集中

学 习 ； 2. 组 织 开 展

“12·4”“宪法宣传周”国家

宪法日广场集中宣传活

动；3.组织开展《民法典》

颁布一周年宣传系列活

动；4.利用“中卫统计”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载体，

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拓宽

普法宣传覆盖面 ;5.利用

周五有约、创城、乡村振

兴等活动向群众散发宣

传彩页、折页、宣传单；

6.组织开展知识测试、以

案释法等活动。

1.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重要论述；2.将依法治国内容纳入

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开展集中学

习；3.深入宣传《宪法》至上、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等理念；4.引导

统计干部主动运用《宪法》；5.组
织领导干部专题学习《民法典》；

6.把《民法典》纳入普法工作总体

安排和领导干部日常学习内容；7.
做好《宪法》《民法典》和法治宣

传工作，各宣传月、宣传周和宣传

日开展好集中法治宣传活动。



2

1.《中国共产党章程》；2.
《关于新时期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3.《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4.《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条例》；

5.《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6.《中国共产党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条例》；7.《中

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试

行）》；8.《中国共产党党

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9.《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

理条例》等。

黄玉华
方振荣

邢天华

办公室

（法制

科）

执法

监督科

全体党员

1.党组中心组理

论学习、干部理

论学习会议、“三
会一课”；2.专题

培训；3.干部教

育培训网络学院

平台、学习强国、

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

1.开展主题党日、专题讲

党课等学习形式集中学

习党内法律法规；

2.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法

制警示教育、以案释法等

活动；3.组织开展知识测

试等活动。

1.加强党章、党内法规学习教育，

增强党员干部履行宪法使命的自

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党员干部增强

党章党规党纪意识；2.将党内法规

纳入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深

入开展学习；3.积极组织党员干部

参加法治培训；4.教育引导局机关

党员干部争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

家法律法规的自觉尊崇者、模范遵

守者、坚定捍卫者。

3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2.《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3.《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4.《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5.《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6.《宗教事务条例》;7.《中

卫市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

制度》等。

黄玉华

周 红

薛 梅

方振荣

邢天华

办公室

（法制

科）

执法

监督科

全体干

部职工

1.干部理论学习

会议、“三会一

课”、专题培训；

2.干部教育培训

网络学院平台、

学习强国、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

3.印制宣传彩

页、折页、宣传

册等。

1.利用干部理论、党组中

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

课”等学习形式开展集中

学习；2.利用“中卫统计”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载

体，创新普法宣传方式，

拓宽普法宣传覆盖面。3.
利用周五有约、创城、乡

村振兴等活动向群众散

发宣传彩页、折页、宣传

单；4.组织开展知识测试

等活动。

1.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增强干部

职工国家安全意识，提升了国家安

全责任；2.干部职工全面掌握相关

法律法规知识，确保不失密、不泄

密、不违规；确保统计领域不发生

各类重大保密安全事故；3.深入学

习宣传民族宗教相关法律法规，引

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

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

4.深入学习宣传疫情防控相关法律

法规，引导干部依法开展防疫工

作。



4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2.《关于深化统计管

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

真实性的意见》;3.《统计违

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

议办法》;4.《防范和惩治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

规定》；5.宁夏回族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统

计工作的意见》（宁政发

〔2020〕27号）；6.《统计

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

7.《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

法》；8.《宁夏回族自治区

统计局关于统计机构负责

人和统计人员防范和惩治

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

规定》；9.《宁夏回族自治

区统计管理条例》；10.《统

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办法

（试行）》;11.《中卫市统

计数据质量核查制度》;12.
《中卫市统计局统计违法

举报工作制度》；13.《宁夏

回族自治区规范统计行政

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等。

黄玉华

周 红

薛 梅

方振荣

邢天华

办公室

（法制

科）

执法

监督科

全体干

部职工

1.干部理论学习

会议、“三会一

课”、专题培训；

2.专业年报会、

普查业务会；3.
干部教育培训网

络学院平台、微

信公众号、微信

群；4.印制宣传

彩页、折页、宣

传册等。

1.利用干部理论、党组中

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

课”等学习形式开展集中

学习；2.利用各专业年报

会、各类普查业务会、“四
上”“四下”统计业务能力

提升班、统计执法检查等

契机，组织开展统计法制

培训，加强统计法制宣

传，重点宣传统计法、统

计法实施细则、普查条

例、自治区统计管理条

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

分规定、统计执法检查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3.开
展以案释法活动；4.开展

“9.20统计开放日”活动；

5.利用周五有约、创城、

乡村振兴等活动向群众

散发宣传彩页、折页、宣

传单；6.组织开展知识测

试、以案释法等活动。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度普

法工作任务；2.认真组织好“9.20统
计开放日”活动，大力宣传统计相

关法律法规，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

假的现象发生；3.做好法治政府建

设，提升依法统计水平 4.增强干部

职工依法行政意识，提升依法行政

能力；5.干部职工树立“法定职责必

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意识，提

升法治思维；6.做好统计数据质量

核查及“双随机”统计执法检查工

作，提升统计数据质量。



5
2.《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3.《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4.《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黄玉华

周 红

邢天华

秦开华

办公室

（法制

科）

执法

监督科

普查中心

全体干

部职工

1.干部理论学习

会议、“三会一

课”、专题培训；

2.干部教育培训

网络学院平台、

学习强国、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

3.印制宣传彩

页、折页、宣传

册等。

1.利用干部理论、党组中

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

课”等学习形式开展集中

学习；2.利用“中卫统计”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载

体，创新普法宣传方式，

拓宽普法宣传覆盖面。3.
利用各类普查业务会、

“四上”“四下”统计业务能

力提升班、统计执法检查

等契机，组织开展统计法

制培训，加强统计法制宣

传；4.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5.开展“9.20统计开放日”
活动；6.利用周五有约、

创城、乡村振兴等活动向

群众散发宣传彩页、折

页、宣传单；7.组织开展

知识测试等活动。

1.认真组织实施并全面完成年度普

法工作任务；2.做好三大普查条例

宣传工作，各宣传月、宣传周和宣

传日开展好集中法治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