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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淮法宣办〔2020〕13号 

 
关于印发《淮南市 2020 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

普法 谁管理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 
普法责任清单》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 

现将《淮南市 2020 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

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清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落实。请在本通知下发后一周内，将本单位普法责任清单在

各自门户网站予以发布。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送市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2795015 

电子邮箱：hnpfxx@163.com 

 

淮南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6月 30 日 

mailto:hnpfx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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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办公室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孙建华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工科 

负责人：杨  晶        联系电话：0554-5361919 

普法对象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人民群众。 

重点普法内容 
市委重要文件政策；《保密法》《国家安全法》《档案法》等法律法

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4月 13日—17日）、宪法宣传周、

江淮普法行、“6•9”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6 月 5 日—9 日）

等。 

主要普法阵地： 
电视、报纸、网站、“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横幅、传单、展

板、电子显示屏、宣传栏、公交网络平台等。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制定《2020年“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

动工作方案》，组织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等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

活动。 

4月 17日前 

组织市委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安全法》，并观看宣教视频。 
4月 17日前 

通过“三会一课”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百问》等国家安

全知识。 
4月 17日前 

组织播放保密公益广告片。 5月底前 

制定《2020年“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工作方案》，

组织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开展

“6•9”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指导各综合档案馆

开展特色主题宣传活动。 

6月 5日前 

组织市委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 
6月 9日前 

法治讲座和培训。 年底前 

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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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陈  树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监察与司法科 

负责人：张亚男       联系电话：0554-6678295 

普法对象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代表法》《监督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江淮普法行”、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 

主要普法阵地： 市人大常委会网站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举办《传染病防治法》专题讲座。 3月 

举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专题讲座。 4月 

组织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活动。 4月 

组织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旁听庭审。 5月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学习《安徽省乡镇人大工作条例》。 5月 

开展“江淮普法行”相关活动。 6月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

规。 
6月 

开展“一月精读一法”活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 
7月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学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8月 

开展“一月精读一法”活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

资保护法》。 
9月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学习《宗教事务条例》。 10月 

开展“一月精读一法”活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 
11月 

组织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周集中宣传活动。 12月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宪法。 12月 

组织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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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政协机关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赵德义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人：李树斌         联系电话：18005540081 

普法对象 全体工作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章党规以及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开展 2020 年度“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

动； 

2、开展《淮南市城区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条例》立法协商。 

主要普法阵地： 网站、微信公众号。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2020年底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2020年底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2020年底 

宪法法律知识测试。 2020年底 

法律讲座。 202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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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淮南市监察委员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姚建戈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研究室 

负责人：程晋仓         联系电话：0554-5361817 

普法对象 全体工作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全体党组织、党员干部和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及社会各界。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宪法》《监察法》。 

主要普法阵地： 

1、全国、省市“两会”及中央、省市纪委全会； 

2、“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3、“三个以案”警示教育； 

4、清风讲堂； 

5、12.4国家宪法日； 

市纪委监委理论中心组及机关党委学习日。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93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市纪委全会。 年度 

“三个以案”警示教育活动、警示教育读本。 年度 

《淮南纪检监察》之“党纪法规”“纪法解读”栏目。 常年 

清风讲堂。 常年 

市廉政教育基地展馆。 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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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宫轶男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宣教处 

负责人：石兴辉         联系电话：0554-6612277 

普法对象 公民。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15”国家安全教育日、“12·4”

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普法纪念日法律宣传活动及法律六进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省法院、市法院网站、“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及地方新闻媒体；宣

传单页、展板、电子屏等宣传阵地。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学习贯彻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12月前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法律知识宣传。 5月前 

“3·15”“4·15”“12·4”等重要普法节点宣传活动。 节点当天 

“一月一法”制度在各个部门的落实。 10月前 

组织开展一场大型的全市公务员旁听庭审活动。 12月前 

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12月前 

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开展常态化普法宣传。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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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人民检察院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王  硕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宣教科 

负责人：王来勇        联系电话：0554-6612376 

普法对象 市检察院全体工作人员及服务对象。 

重点普法内容 
党内法规；法律（根本法、基本法律、普通法律）；新出台（新修

订）法律法规；2020年十大法律原则。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防疫期间的相关刑法；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宣传；全国“两

会”宣传；6月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相关内容；建党日宣传；9月

教师节、公民道德日、烈士纪念日；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号、门户网站。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2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加强党组中心组的学法活动。 
3、6、9、12

每月一次 

深入开展宪法法律“六进”以办案为抓手，以案释法。 每季度一次 

开展一次法律知识竞赛。 4月底前 

开展对新冠肺炎防疫期间常见犯罪普法宣传。 1-4月 

配合法院开展庭审观摩。 年度内 

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开展送法进校园。 9月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推动常态化普法宣传。 1-12月 

着眼不同受众需求，量身定做精准化普法宣传。 1-12月 

积极做好“七五”普法工作总结，筹划“八五”普法计

划。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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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组织部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吕习明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方广明       联系电话：0554-6678187、0554-6644840 

普法对象 全市领导干部、全市公务员。 

重点普法内容 

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

工作条例》《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

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开展领导干部述法活动。将党内法规学习纳入党支部理论学习内

容；注重抓好“7.1建党日”前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内法规的教育培训。把法治教育、党内法

规学习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纳入各级党校培训必修课。在

党校主体班自学书目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新招录

公务员初任培训中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培训内容。依

托“安徽干部教育在线”，根据全省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全市领导

干部宪法法律知识年度测试网上工作。 

主要普法阵地： 安徽干部教育在线学习平台、淮南先锋网、淮南先锋微信公众号。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52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行法治责任的情况纳入年度

综合考核指标。2019年度领导班子总结报告新增法治学

习、重大事项依法决策、依法履职情况；开展领导干部

述法活动,党政主要负责人述职报告应写入履行法治建

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7月底 

将党内法规学习纳入党支部理论学习内容。 年底 

把法治教育、党内法规学习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

划，纳入各级党校培训必修课。 
年底 

在党校主体班自学书目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在新招录公务员初任培训中加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培训内容。 

年底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全市领导干部宪法法律知

识年度测试网上工作。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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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宣传部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汪晓玲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宣传教育科 

负责人：刘  颖         联系电话：0554-6644189 

普法对象 广大市民和市委宣传部全体干部职工。 

重点普法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党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党内法规，《宪

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

等法律法规制度。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7.1建党日、9.20公民道德宣传日、10.1国庆、12.4国家宪法日

等。 

主要普法阵地： 
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客户端、电子屏、宣传栏等媒体

媒介开展宣传，通过中心组理论学习、面对面宣讲进行教育。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2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委）理论中心组学法。 全年 

推动宪法法律“七进”活动。 全年 

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 全年 

单位干部职工学法。 全年 

7·1建党日主题宣传活动。 7月上旬 

9.20公民道德宣传日主题活动。 9月下旬 

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实施纲要。 10月 

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周集中宣传活动。 12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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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杨道荣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监督科 

负责人：马飞飞        联系电话：0554-5363427 

普法对象 
对内：统战部机关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 

对外：统一战线成员、统战系统行政执法人员、统战工作对象。 

重点普法内容 

一、党内法规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宗教事务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城市

民族工作条例》《安徽省民族工作条例》《安徽省宗教事务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安徽省保护和促进台湾同胞投资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江淮普法行、“12.4”国家宪法日等主题活动； 

“4.15”“7.1”“8.1”“10.1”“11.9”等重要节点。 

主要普法阵地： 网站、横幅、传单、宣传栏、展板、微信等。 

普法队伍： 市委统战部“同心”志愿者服务队。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1.开展“一月一法”活动。 贯穿全年 

2.开展统战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 贯穿全年 

3.开展“12.4”国家宪法日主题宣传活动。 12月中旬 

4.参与在线或网上旁听庭审活动。 
根据市法宣办

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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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政法委员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岳文贵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治和执法监督科 

负 责 人：张  宇      联系电话：0554-5361846 

普法对象 全市领导干部和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一、党内法规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二、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江淮普法行、“12.4”国家宪法日等主题活动； 

“4.15”“7.1”“8.1”“10.1”“11.9”等重要节点。 

主要普法阵地： 网站、横幅、传单、宣传栏、展板、微信等。 

普法队伍： 市委政法委及全市政法干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维稳、综治、反邪教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协

调、督促政法机关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社会治

理创新，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建立法官、检

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以案释法制度；有效开

展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政法部门公正文

明廉洁执法，提高执法公信力，提高公众对司法机

关满意度。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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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政策研究室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于  浩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综合科 

负责人：于  浩         联系电话：0554-6678413 

普法对象 机关全体工作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法律法规、党内有关条例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参与在线或网上旁听庭审活动，落实“一月一法”制度、参与“江

淮普法行”、“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 

主要普法阵地：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集体政治学习、“三会一课”学习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12月 

集体政治学习。 12月 

“一月一法”学习。 12月 

旁听庭审活动。 适时 

国家宪法日。 12月 4日前 

宪法宣传周。 12月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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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荆灿红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网络安全协调和执法督查科 

负责人：陈纪远       联系电话：0554-6678590 

普法对象 本单位工作人员、社会群众。 

重点普法内容 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知识。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2020年网络安全宣传周”2020年 9月 7日-2020年 9月 13日。 

主要普法阵地： 网站、微博；传单、展板、宣传栏。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17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中心组学习学法。 12月 

全办“一月一法”学法。 12月 

组织法律知识培训及竞赛。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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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赵  宁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督查室 

负责人：潘秀艺       联系电话：0554-5363310 

普法对象 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全体公民。 

重点普法内容 

1.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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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规。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学

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等机构编制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精心组织“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2.深入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加强国家安

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3.组织开展“3.10”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运用电视、报纸、网站、微信等载体，通过展板、横幅、显示屏、

宣传栏等形式开展宣传。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3.10”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3月 20日 

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4月 25日 

组织“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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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满文海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工委宣传部 

负责人：丁冬冬        联系电话：0554-5361315 

普法对象 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及干部职工。 

重点普法内容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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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规。

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牵头开展市直机关宪法进机关主题日活动； 

2.组织开展 12月 4日宪法日有关学习宣传活动； 

3.配合开展市直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宪法法律知识测试。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和网站。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将工委领导班子集体学法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每

年举办两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 
12月 

落实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充分利用淮南机关党建微

信公众号和网站进行普法宣传。 
12月 

配合实施市直单位领导干部年度宪法法律测试等

活动，做好本单位党员干部考试。 
12月 

指导、协调市直机关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牵头开展

市直机关“宪法进机关”等系列重大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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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老干部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樊  玲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蒋元平       联系电话：0554-5361042 

普法对象 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党员干部。 

重点普法内容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

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规。

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局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学法活动，组织 2020年国家宪法日和宪法

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局工作网站、微信平台，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电子显

示屏、宣传栏。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活动。 全年 

局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党支部学习党内法规。 全年 

开展新型冠状肺炎防控宣传。 全年 

落实“一月一法”学习制度。 全年 

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活动，维护老年消费者权益。 3月 

学习《密码法》。 4月 

学习《传染病防治法》。 5月 

开展“6·26”禁毒日宣传活动。 6月 

学习《社区矫正法》。 7月 

学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8月 

学习《治安管理处罚法》。 9月 

学习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0-11月 

结合单位实际，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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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督查考核办公室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马长玉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综合科 

负责人：孙  攀         联系电话：0554-6674611 

普法对象 全体工作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章党规以及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开展 2020年度“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微信工作群，单位集体学习，公开栏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3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理论中心组学法。 12月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12月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12月 

宪法法律知识测试。 12月 

法律讲座。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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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文明办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姚多卫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行业创建科 

负责人：饶  洁         联系电话：0554-6672392 

普法对象 单位干部职工、全体市民。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宪法、党内法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淮南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学法活动（长期坚持）； 

2.邀请“七五”普法讲师团来单位采用报告会、法治讲座、研讨

会等形式进行法治宣传（适时）； 

3.参加 2020年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按要求）； 

4.组织宪法法律考试（按要求）； 

5.党内法规学习纳入中心组理论学习内容（长期坚持）； 

6.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网上、现场旁听庭审活动（按要求）； 

7.积极利用网络组织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教育（长期坚持）。 

主要普法阵地： 
利用淮南文明网、工作微信群、工作 qq群开展普法宣传；利用横

幅、传单、展板、宣传栏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长期坚持 

机关干部职工开展学法。 长期坚持 

新型冠状肺炎依法防控宣传 长期坚持 

参与在线或网上旁听庭审活动。 按要求 

在机关政治学习中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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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孙方华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郝木兰       联系电话：0554-6644664 

普法对象 全校教职工、主体班学员、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党内法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7·1”建党日； 

“10·1”国庆节；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干部培训、微信、网站。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校委理论中心组学法活动。 12月 

把党内法规学习纳入中心组和党支部理论学习内容。 12月 

把法治教育、党内法规制度纳入干部培训教学内容。 12月 

积极配合牵头单位深入开展宪法法律宣传教育活动，

做好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宪法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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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共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龙道文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秘书科 

负责人：柏 林 联系电话：13866302020 

普法对象 史志办全体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围绕“12.4宪法宣传日”“宪法宣传周”组织、开展宪法宣传、开

展培训班学习宪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和领导干部集体学法制度。组织干

部职工走上街头发放普法手册、宣讲宪法知识。 

主要普法阵地： 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四楼会议室。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2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普法培训班。 1-4月 

围绕“12.4宪法宣传日”开展宪法宣传。 5-7月 

对管理对象或服务对象进行定期培训。 8-9月 

深入扶贫点进行普法教育宣传。 10-11月 

走上街头对广大群众进行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宪法知识。 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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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日报社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梁  明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行政办 

负责人：朱宗淼         联系电话：13866346709 

普法对象 
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重点是领导干部、新闻工作者、青

少年等。 

重点普法内容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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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规；

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7·1”建党日；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利用纸媒、网媒结合线下活动，加大宣传力度。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日报，淮河早报，淮南网，淮南日报微信，掌上淮南客户端，

淮南日报社电子阅报栏（屏）。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进行专题报道，进行普法宣传。 4月 15日 

进行专题报道，进行普法宣传。 7月 1日 

进行专题报道，进行普法宣传。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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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档案馆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郭  倩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曹  榴        联系电话：0554-5362105 

普法对象 本单位干部职工和服务对象。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6·9”国际档案日； 

“7·1”建党日。 

主要普法阵地： 利用横幅、传单、宣传栏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馆领导班子理论中心组学法、全体工作人员常态性

宪法学习。 
12月 

新型冠状肺炎依法防控宣传。 12月 

参与在线或网上旁听庭审活动、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主题宣传活动。 
12月 

“6·9”国际档案日普法宣传。 5月下旬 

“7·1”建党日。 6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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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总工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韦礼友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市总权益保障部 

负责人：王  宾         联系电话：0554-6892011 

普法对象 全市职工。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安徽省集体合同条

例》《安徽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月--3月，援助月宣传《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5.1

期间，专项宣传《安徽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7.1 期间，宣

传《工会法》《劳动法》《安徽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宪法宣

传周，宣传《宪法》等。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市总工会网站、淮南工会微信公众号、展板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8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淮南工会网上就业创业援助月活动。 3月 30日 

宣传《安徽省集体合同条例》。 5月 30日 

宪法宣传周宣传《宪法》。 12月 3日-12月 8日 

宣传《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全年 

宣传《安徽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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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共青团淮南市委员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刘琳琳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学少部 

负责人：代冰洁       联系电话：0544-6646612 

普法对象 全市青少年。 

重点普法内容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开展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指导各级团、队组织，协调青

联、学联等青年群众团体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加强 12355

青少年服务热线的建设；做好青少年维权岗建设；协调有关部门

积极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依法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市 12355青少年服务台。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7  人，实施动态管理。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淮南市 12355青少年健康成长大讲堂”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全年 

开展全市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 全年 

开展 12355青少年热线服务工作。 全年 

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全年 

开展青少年权益维护工作。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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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妇女联合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金忠霞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权益部 

负责人：魏  玲         联系电话：15395429398 

普法对象 妇女儿童工作者、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妇女儿童发展纲要。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三八”维权宣传月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女性微信平台、淮南市妇女联合会网站。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1、“三八”维权月宣传活动。 3月份 

2、淮南女性微信平台法律知识有奖问答活动。 4月份 

3、在全市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活动。 8月份 

4、开展“12·4”法治宣传活动。 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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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科学技术协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李  洪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张阔阔       联系电话：0554-6644053 

普法对象 城镇社区居民，农村居民。 

重点普法内容 《科普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宣传《科普法》、全国科普日。 

主要普法阵地： 传单、展板。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科协党组中心组学法、常态性宪法学习。 全年 

全国科普日期间通过发放传单，展牌普及科普法。 9月底之前 

“12.4”国家宪法日组织职工开展宪法知识测试。 12月底之前 

积极参与市里举办在线或网上旁听庭审活动。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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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陈菲菲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王  磊         联系电话：0554-6644871 

普法对象 机关全体工作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宪法宣传

教育。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2·4”国家宪法日。 

主要普法阵地：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周工作例会。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积极落实公益普法制度。 2020年度 

利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2020年度 

积极参与全市“12·4”国家宪法日活动。 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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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工商业联合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杨义双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李  坤         联系电话：0554-6669971 

普法对象 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民营经济代表人士。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章党规，以

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

律法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法律法规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执委会学习、“法律三进”、民企法治体检活动，国家宪法日和“宪

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网站、报纸、微信等媒体平台。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2020年底 

落实“一月一法”学习制度。 2020年底 

执委会学习。 2020年底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2020年底 

持续开展“法律三进”活动。 2020年底 

民企法治体检活动。 202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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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玉福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人事教育科 

负责人：叶士俊        联系电话：0554-6678252 

普法对象 市政府办公室。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宪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参与在线或网上旁听庭审活动、落实“一月一法”制度、落实“12·4”

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主题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新媒体。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落实集体学法制度，常

态性学习宪法。 
2020.12 

做好本单位领导干部学法、年度法律知识考试和年

度述法工作。 
2020.12 

做好市政府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相关文件的审

核印发工作。 
2020.12 

做好《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

人职责规定》相关工作。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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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王百灵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和体制改革科 

负责人：刘  伟       联系电话：0554-6644684 

普法对象 社会群众。 

重点普法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依法治

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

深入开展宪法法律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深入开展党内法规学习宣

传;大力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完善机关工作

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开展旁听庭审活动;推动建

立法治讲座制度;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开辟法治专栏;进一步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全国节能宣传周,6月，宣传《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 

主要普法阵地： 
运用电视、报纸、网站、客户端、微信等平台开展普法宣传；利

用横幅、传单、展板、宣传栏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常态性宪法学习。 2020年 12月底前 

机关工作人员开展学法。 2020年 12月底前 

参与旁听庭审活动、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2020年 12月底前 

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宣传活动。 2020年 6月底前 

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活动。 2020年 1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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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教育体育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过其林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樊  猛       联系电话：0554-6649745 

普法对象 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全体学生。 

重点普法内容 

1、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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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

规。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民

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

行为处理办法》《教育督导条例》《幼儿园管理条例》《学校体育工

作条例》等法律法规；《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全民健身条例》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

理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8.8”全

民健身日；“9.10”教师节；“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课堂、网站、微信、校园广播、横幅、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栏、

青少年法治实践教育基地。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97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线上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活动。 3月底 

开展线上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4月底 

开展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 8月底 

开展教育法律法规宣教活动。 9月底 

开展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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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科学技术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  杰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朱纯宝       联系电话：0554-6644166 

普法对象 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 

重点普法内容 《淮南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扎实做好每年 5月科技活动周工作，集中宣传科技创新系列政策

法规；利用“12.4”宪法宣传周，开展《淮南市科技创新促进条

例》等宣传工作。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市科普教育基地、淮南市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2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 4月 

《安徽省禁毒条例》。 6月 

《淮南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8月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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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淮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李忻洲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综合法规科 

负责人：任  义        联系电话：0554-6678601 

普法对象 
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全市中小企业、市属国有企业、民爆生产企

业、水泥生产企业、混凝土建材生产企业、墙体建材生产企业等。 

重点普法内容 

《中小企业促进法》《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安徽省非煤矿山管

理条例》《安徽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安徽省发展新型

墙体材料条例》《节能监察办法》《工业节能管理办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5月 1日-5月 31日，按照省经信厅统一部署，开展“经信法治宣传

月”活动；12 月 1 日-4 日，按照市法宣办统一部署，开展 2020 年

度“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网站、微信公众号、横幅、传单、展板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7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委理论中心组学法。 2020年底 

机关工作人员学法。 2020年底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2020年底 

举办法治讲座。 2020年底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2020年底 

http://jx.ah.gov.cn/fzxc/view.jsp?strId=15882068741931429&strColId=15875403096142508&strSubId=15875402048572424
http://jx.ah.gov.cn/fzxc/view.jsp?strId=15882066086182537&strColId=15875403096142508&strSubId=15875402048572424
http://jx.ah.gov.cn/fzxc/view.jsp?strId=15882065452383467&strColId=15875403096142508&strSubId=1587540204857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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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公安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聂双应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制支队 

负责人：王仁权       联系电话：0554-6611086 

普法对象 全市公安干警、辅警、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刑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社

区矫正法》《出入境管理法》《国家安全法》《反家庭暴力法》《网络

安全法》《居民身份证法》《禁毒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围绕疫情防控、预防违法犯罪、禁毒禁赌、安全防范”等活动开

展《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毒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普法宣传活

动。 

主要普法阵地： 
运用电视、报纸、网站、微信、微博等平台载体开展普法宣传；利

用电子显示屏、宣传栏、展板、横幅、传单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1.深入开展各类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12月 20日前 

2.搭建运用各类平台开展普法工作。 12月 20日前 

3.深入开展以案释法工作。 12月 20日前 

4．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12月 20日前 

5.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 12月 20日前 

6.扎实推进公安法治文化建设。 12月 2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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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民政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余静江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和区划地名科 

负责人：凤良春       联系电话：0554-6648114 

普法对象 民政服务对象。 

重点普法内容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收养法》《婚姻

法》《殡葬管理条例》《婚姻登记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慈

善法》《志愿者服务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地名管理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元旦、春节期间民政法治宣传；“4.15”《国家安全法》宣传；“9.5”

中华慈善日《慈善法》宣传；“12.4”宪法宣传日、宪法宣传周活动； 

“12.5”《志愿者服务条例》宣传等。 

主要普法阵地： 
市级新闻媒体、市民政局网站普法专栏、微信，以及横幅、标语、

传单、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2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按年度学习计划组织局党组中心组学习，以及常态

性宪法学习。 
12月 

配合做好疫情防控专项法治宣传。 12月 

结合民政业务会议、业务培训工作，安排民政专门

法律知识学习内容。 

12月 

协助市司法局开展“两委”干部法律知识培训，推进法

治乡村建设。 

12月 

宪法宣传周、法治进社区专项宣传活动。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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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司法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胡焕月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负责人：胡瑛坤       联系电话：0554-2795015 

普法对象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干部职工、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从业人员、人
民调解员等法律服务人员、全市行政执法人员及社区矫正对象和社
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轿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安徽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安徽省人
民调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法律援助条例》《安徽省
司法鉴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司法行政相关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2.4”国家宪法日、江淮普法行，“3.8”妇女节、“3.15”消费
者权益日、“4.15”“6.26”禁毒日等普法重要节点。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市司法行政网站、淮南司法微信、淮南普法微信、微博，淮南
法治文化馆、淮南市法治文化公园、广播电视、报纸、宣传资料、
宣传栏、LED屏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8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承担市法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各
县区各部门认真实施“七五”普法规划和年度计划；开展多层次
多领域法治创建活动，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年底 

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全市性大
型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年底 

会同有关部门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年底 
结合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加强对法律服务受众的法治宣
传教育。 

年底 

做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落实
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 

年底 

宣传行政复议制度，提升行政复议的社会公信力。 年底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发布后的宣传
工作。 

年底 

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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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财政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黄仕兴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税政条法科 

负责人：耿士武       联系电话：18905541960 

普法对象 全局职工、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预

算法》《会计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政府采购法》减

税降费政策内容。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江淮普法行、宪法法律测试、12.4 宪法宣传周、财政监督检查、

会计职称考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主要普法阵地： 网站、微信、QQ、微博、条幅、宣传单。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2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宪法》讲座。 6月底 

党组（中心组）学习党章党规、法律。 12月底前 

《预算法》培训。 12月底前 

《会计法》培训。 10月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政府采购法》面对面

宣传。 
12月底前 

宪法法律测试。 10月底前 

减税降费专题培训。 1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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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柏基亭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赵建巍       联系电话：0554-6678155 

普法对象 企业职工、农民工、城乡居民。 

重点普法内容 
《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人社领域法律法规政策。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人社系统新冠疫情肺炎应对政策宣传活动；12333 全国统一咨询日

活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贯彻《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新闻发布会；“5.1”国际劳动节；“12·4”国家宪法日、

“宪法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市人社局网站、淮南人社微信公众号、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电子显示频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2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活动。 12月底 

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 4月 15日 

组织开展“职业技能提升改变你的生活”12333全国

统一咨询日活动。 

按省人社厅统

一部署开展 

组织开展“百名仲裁员服务千家企业”活动。 12月底 

组织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系列宣传活动。 6月底 

组织开展组织全市人社系统业务技能练兵比武活动。 12月底 

组织开展社保扶贫政策进社区活动。 12月底 

组织开展“维护权益、和谐同行”主题宣传日活动。 
按省人社厅统

一部署开展 

组织开展“江淮普法行”“12.4宪法宣传日”活动。 
按市统一部署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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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徐祖斌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科 

负责人：潘  宇         联系电话：0554-2699235 

普法对象 局全体干部职工、社会群众。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城乡

规划法》《矿产资源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4·22”世界地球日、“6·25”全国土地日、“8·29”全国测绘

日、“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普法纪念日法律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市局网站、横幅、传单、展板电子屏等宣传形式。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法律知识宣传。 5月前 

“4·22”、“6·25”、“8·29”、“12·4”等重点普

法纪念日宣传活动。 
节点时间 

“一月一法”制度在市局和支部学习上的落实。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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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生态环境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孙  罡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与标准科 

负责人：刘  欣       联系电话：0554-2678232 

普法对象 社会群众、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 

重点普法内容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逐一落实《淮南市

生态环境 2020年生态环境普法工作要点》（淮环通〔2020〕32号）

内容，确保“七五”普法任务全面完成。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6.5”环境宣传日、“12.4”宪法宣传日。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环保”微博、微信公众号、市局网站、市局室外电子大屏

幕、环境保护文化馆。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土壤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

行管理办法》培训。 
3-4月份 

开展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 4月份 

开展“送法进基层进企业”活动。 4-10月份 

“6.5”环境宣传日普法宣传。 6月份 

开展“江淮普法行”等集中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6月份 

参加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普法十佳典型案例评选。 10月份 

“12.4”国家宪法日普法宣传。 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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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城乡建设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龙  洋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吴杰敏       联系电话：0554-5361261 

普法对象 全市城建系统干部职工、建筑业管理人员及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信息公开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建筑法》《城市绿化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

理条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安徽省燃气管理

条例》《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

证条例》《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民用建筑节

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安徽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办法》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5·12”全国防灾减

灾日（周）、全国“两会”期间 “6·16”安全生产咨询日、全国安全生产月、

“7.1”建党节、“8.1”建军节 、“10.1”国庆节、“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

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微信群、QQ工作群、门户网站、行风热线、横幅、宣传栏、传单、展板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6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局党组理论中心学习组开展学法活动；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心组和党
支部理论学习内容,组织党内法规专题辅导讲座、专题学习研讨活
动等；组织“一月一法”学习；在门户网站等开辟网络法治专栏，
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法规解读。 

全年 

“4·15”国家安全教育日，门户网站宣传，组织干部职工参加有
奖答题活动。 

4月 

组织 2020 年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和宪法宣誓活动；
组织本系统参加宪法法律考试。 

12月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开展“6·5”世界环境日活动。 6月 
《安徽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办法》宣传；“5.12”防灾减灾宣传
周，门户网站宣传，组织干部职工参加有奖答题活动。 

5月 

组织参加是全省住建领域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培训班；组织开展
“11·9”消防宣传日活动。 

11月 

组织参加网上、现场旁听庭审活动；组织住建领域专业法律知识培
训和考试；参加市普法依法治理暨“谁执法谁普法”工作专题培训班。 

全年 

通过召开报告会、法治讲座等多种形式，深入机关、企业、社区进
行宣传普及。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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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交通运输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文写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刘维涛       联系电话：0554-6659076 

普法对象 局机关工作人员、管理相对人。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卫生防疫法》《公路法》《行政处罚法》《国家安全法》《安

徽省港口条例》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路政宣传月、“12.4”国家宪法宣

传日、宪法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运用自学、集中学习、微信公众号、横幅、传单、展板、电子显

示屏、宣传栏等形式在办公场所、车站港口等公共场所等开展普

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全年 

新型冠状肺炎依法防控宣传。 全年 

自学、集中学习宪法等政策法规。 全年 

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全年 

法治讲座。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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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才俊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科 

负责人：俞长模       联系电话：0554-6678359 

普法对象 
农业农村系统干部职工、全市农村、社区关键人群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专
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及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农业法》《渔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种子法》《农村土地承包
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畜牧法》《动物防
疫法》《安徽省农村能源建设与管理条例》《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农药管理条例》《安徽省农业植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机械化促
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安徽省农业机械促进条例》
等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春秋两季农忙季节、春季动物繁殖季节、秋冬季动物捕获季节、6.5
环境日、7.1建党日、10.1国庆、12.4国家宪法日等。 

主要普法 

阵地： 

1、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客户端、电子屏、宣传栏等媒体
媒介开展宣传； 
2、通过举办培训班、送法下乡、科普赶集等活动开展普法宣传； 
3、通过重要节点主题活动开展普法宣传； 
4、结合常规检查、执法检查、专项行动等开展普法宣； 
5、通过各级党组（支部）中心组理论学习、专题讲座等对农业系统
干部进行普法宣传培训。  

普法队伍： 局机关业务工作人员，局属单位农业执法人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局机关党组及局属单位党支部（总支）理论中心组学法。 全年 
局机关及局属单位政治学习、专题讲座学法。 全年 
局机关干部职工“一月一法”学法。 全年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 全年 
种子打假检查活动。 全年 
植物检疫检查活动。 全年 
禁养区范围内畜禽规模养殖场户进行关闭或搬迁活动。 全年 
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强制免疫活动。 春秋两季 60天 

春季禁渔活动。 3-6月 
6.5环境日活动。 6月上旬 
开展 6.16“安全生产宣传”活动。 6月上旬 
7·1建党日主题宣传活动。 7月上旬 
打击电毒炸鱼专项行动。 10-12月 
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周集中宣传活动。 12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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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水利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刘树开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水资源与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管占芹       联系电话：0554-2123630 

普法对象 全局干部职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人民群众。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通过 3·22“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水法主题宣传日，开展水法

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企业、社区、学校。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通过 3·22“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水法宣传日，

向广大干部职工宣传水法。 
全年 

将宪法法律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 全年 

开展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讲法治课活动。 全年 

开展“一月一法”学法工作，推进干部职工尊法守

法学法用法。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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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商务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朱克勤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综合法规科 

负责人：李佳林       联系电话：13705544388 

普法对象 

1.系统内普法对象:商务全体工作人员，重点为承担具体业务的相

关工作人员； 

2.系统外普法对象:从业经营者和社会公众。 

重点普法内容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拍卖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管理办法》《外商投资法》《对外贸易法》《电子商务法》《成品油

市场管理办法》《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宣传《拍卖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外商投资法》《对

外贸易法》《电子商务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汽车品牌销售

管理实施办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国家安全

法》《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宣传《宪法》--“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市商务局网站；利用横幅、传单、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

栏现场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结合“四送一服”和扶贫帮扶活动开展深入企业、

商场扶贫帮扶村等，为普法对象详细讲解各类法律

法规。 

2020年 

12月 15日前 

利用局党组中心组学习和机关学习例会，学习有关

法律知识；邀请市普法讲师团法律专家授课，增强

干部法治意识；通过外出参观、内部交流等方式，

引导执法干部间开展业务能力竞赛。 

2020年 

12月 15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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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谁
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岳葆春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责任人：马允德       联系电话：0554-5361329 

普法对象 1.局机关；2.局属二级机构；3.管理、服务对象。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

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旅游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组织参加第六届“法润江淮，共筑美丽安徽”法治漫画、故事、微视频

作品征集评选工作；大力推进农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双培养

工程，开展全市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示范培训；精心组织 2020

年度“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积极参加市第二

届“十大法治人物”评选工作和 2020年全省“十大法治人物”评选工作。 

主要普法 

阵地： 

利用横幅、传单、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现场宣传咨询及网

站、微信、QQ群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3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4.15国家安全日广泛宣传教育。 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集中学习。 5月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集中学习。 6月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局系统各级党组织集中学习。 7月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局系统各

级党组织分别实施。 
8月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局系统分别实施，

局系统各级组织分别实施。 
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集中学习。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集中学习。 11月 

《旅游法》集中学习。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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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范冬青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与综合监督科 

负责人：方  磊        联系电话：0554-6674883 

普法对象 
委机关全体人员、委属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单位、各医疗机构等管理

单位和服务对象。 

重点普法内容 

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宪法宣誓

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和以案释法活动；在网站、移动新闻

客户端、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开辟网络法治专栏；《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传染病防治法宣传（全年）； 

2、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宣传（10月 25日）； 

3、宪法宣传（12月）。 

主要普法阵地： 门户网站、传单、展板、电子屏、宣传栏等。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3月 

《传染病防治法》。 全年进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全年进行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7.1建党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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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胡光明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双拥科 

负责人：王祎璇       联系电话：0554-6662075 

普法对象 机关干部职工和广大退役军人。 

重点普法内容 

《退役军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

扬条例》《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安徽省信访

条例》《安徽省拥军优属条例》《淮南市拥军优属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八一建军节” 《安徽省拥军优属条例》《淮南市拥军优属条例》 

“9﹒30”烈士纪念日 《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 

“12﹒4”国家宪法日 《宪法》。 

主要普法阵地： 运用报纸、门户网站、宣传栏、电子屏、展板等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全年 

机关全体人员集体学法。 全年 

“八一建军节”普法进军营活动。 8月 

“9﹒30”烈士公祭日普法活动。 9月 

“12﹒4”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12月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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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应急管理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李  林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徐  璞       联系电话：0554-6642740 

普法对象 企业、社会群众。 

重点普法内容 

《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防震减灾法》

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5· 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法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市电视台、市电台、淮南日报、市政府网站、市应急网站、微信、

微博等载体，横幅、传单、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形式。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年底 

政治学习学法。 年底 

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普法宣传。 12月份 

“一月一法”学习。 每月底 

“5· 12”全国防灾减灾日。 5月份 

安全生产月普法宣传。 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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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审计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王卫东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综合法规科 

负责人：周  楠        联系电话：0554-2670871 

普法对象 
全体审计人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从业人员、被审计单位工作人员、

其他社会公众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系列学习宣传活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4.15” 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法宣活动；国家工作人员“一月

一法”学习活动；“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法治文化建设活动；移动新媒体普法宣传系列活动；审计现场普法

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淮南市审计局门户网站、政风行风热线、淮南日报等媒体；横幅、

传单、展板等形式。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43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月 

门户网站宣传《安徽省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法律顾问指引》。 

2月 

微信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3月 
党组中心组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 

4月 

“4.15” 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法宣活动。 4月 
“法润江淮”漫画、故事、微视频创作活动。 5月 
国际禁毒日相关法律宣传。 6月 
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 

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宣传。 7月 
学习《退役军人保障法》。 8月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12月 
国家工作人员“一月一法”学习活动。 全年 
移动新媒体普法宣传系列活动。 全年 
《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等审计现场普法活动。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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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永忠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王保伟       联系电话：0554-2694855 

普法对象 广大市民和市市场监管系统干部职工 

重点普法内容 

《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商标法》

《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市场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7·1建党日、12·4国家宪法日、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食品安

全法颁布实施 11周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质量月、安全用

药月等。 

主要普法 

阵地： 

运用电视、报纸、网站、客户端等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利用传单、

电子显示屏等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72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组（党委）理论中心组学法。 全年 

单位工作人员开展学法。 全年 

7·1建党日主题宣传活动。 7月上旬 

12·4国家宪法日主题宣传活动。 12月上旬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 3月中旬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宣传活动。 4月底 

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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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统计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倪  蓉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 赵道平      联系电话：0554-6678348 

普法对象 全市统计系统、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重点普法内容 
《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中央《意见》

《办法》《规定》等统计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宣传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等，12 月 8

日统计法颁布日集中宣传统计法律法规。 

主要普法阵地： 会前学法、网站、微信、宣传单、展板、电子显示屏。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9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中心组学法、研究法治工作全年不少于

2次。 

上半年不少于 1次，

下半年不少于 1次 

第七次人口普查宣传。 贯穿普查全程 

全局大会学法。 年底前 

年报会、统计系统及部门培训学法。 年底前 

户外宣传。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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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林业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柏晓东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林政科 

负责人：符姗姗        联系电话：0554-6678389 

普法对象 全社会。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安徽省湿地保护条例》《森林防火条例》《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春节清明节前后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活动  全年 

开展新《森林法》宣传活动   7月 1日 

主要普法阵地： 

运用电视、报纸、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载体开展普法宣传；

利用横幅、传单、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形式开展普法宣

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全年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全年 

以案释法普法。 全年 

举办法治讲座。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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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医疗保障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王传清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规财与法规科 

负责人：陈传纪         联系电话：0554-6686762 

普法对象 
全市协议单位负责人、医保工作人员、各级护理负责人、医保医师、

卫生院及卫生服务站负责人、药店负责人。 

重点普法内容 
医保政策宣讲、同时实时跟进医保政策变化，保证在全市定点医疗机

构范围内普及医保政策。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全年：1.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医保的相关政策汇编；

2.淮南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3.淮南市医疗保

障协议医师管理办法；4.淮南市医疗保障协议医师管理实施细则；5.

淮南市医疗保障局医保法规政策汇编（淮府办〔2010〕12号、淮府办

〔2019〕22号和淮医保发〔2019〕59号）； 

五月上旬：6.淮医保发〔2019〕122号：关于落实城乡居民特殊病分

疗程间断治疗相关政策的通知；  

七月上旬：7.淮医保发〔2019〕126号：关于落实城乡居民特殊病分

疗程间断治疗相关政策的通知。 

九月上旬：8.淮医保发〔2019〕130号：关于落实城乡居民特殊病分

疗程间断治疗相关政策的通知。 

十月下旬：9.淮医保发〔2019〕133号：关于落实城乡居民特殊病分

疗程间断治疗相关政策的通知。 

十二月上旬：10.淮医保发〔2019〕136号：关于落实城乡居民特殊病

分疗程间断治疗相关政策的通知。 

主要普法 

阵地： 

运用电视、报纸、网站开展普法宣传；利用横幅、传单、展板、电子

显示屏、宣传栏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39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常态性宪法学习。 12月 
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开展学法。 12月 
参与在线或网上旁听庭审活动、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12月 

以案释法普法执法宣讲、举办法治讲座、法治文化作品创
作、“12·4”国家宪法日、重要节点等主题宣传活动。 

12月 

医保政策宣讲。 全年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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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从永敢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姚勇谋          联系电话：0554-5361160 

普法对象 局全体干部职工 。 

重点普法内容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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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党章党规。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突出学习宣传

《宪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7.1”建党日；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集中宣传周。 

主要普法阵地： 
利用局门户网站、电子显示屏、微信和 QQ工作群等形式开展普法

宣传。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 12月 

落实 “一月一法”学习制度。 12月 

结合“12.4”国家宪法日开展普法讲座。 12月 

组织公务员参加在线或网上旁听活动。 12月 

组织参加宪法法律知识考试。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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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于学军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综合科 

负责人： 高  瞻      联系电话：0554-6678229 

普法对象 单位全体干职员工，以及市内各类金融机构和广大社会群众等。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刑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

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取缔办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4月份开展国家安全日集中教育； 

5月份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7月份开展打击套路贷集中宣传活动； 

11月份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公交车载广告宣传； 

12月份开展宪法集中宣传周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网站、LED大屏、公交车载广告、报纸。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3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年初召开普法工作会议，总结经验部署本年度重点普法

工作。 
3月 

积极参加市法宣办组织的普法活动，组织开展江淮普法

行、“12.4”系列法制宣传活动。 
12月 

通过报刊、网络、自媒体等多种渠道宣传法制内容。 11月 

邀请专家学者讲座等方式扩大普法参与度。 12月 

开展打击“套路贷”、非法集资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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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杨思刚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科 

负责人：齐志勇       联系电话：0554-6640032 

普法对象 行政执法相对人、单位职工、来访群众。 

重点普法内容 
《安徽省信访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销

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我局执行的法规政策。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一月一法、3.15、12.4 宪法宣传日、法治培训、江淮普法行，执

法过程中，单位政治学习，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主要普法阵地： 官网、印制有关法规汇编，宣传单页等。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新型冠状肺炎依法防控宣传。 持续宣传 

“一月一法”学习。 2020年 12月底前 

建设房地产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2020年 12月底前 

《安徽省信访条例》。 2020年 1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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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  杰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宣教科 

负责人：潘  新        联系电话：0554-6675110 

普法对象 学校、社区、网络、党校、机关。 

重点普法内容 《人民防空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3月 1日国际民防日、5月 12日防灾减灾日、9月 18日警报试鸣

日、12月 4日国家宪法日。 

主要普法阵地： 电视、报纸、网站、横幅、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3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3月 1日国际民防日，拟制方案、现场宣传。 3月 1日 

5月 12日防灾减灾日，拟制方案，现场宣传。 5月 12日 

9月 18日警报试鸣日，制定计划、方案，现场组织实

施。 
9月 18日 

12月 4日国家宪法日，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认真组织

现场宣传。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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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苏  静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复查复核科 

负责人：朱晓冰       联系电话：0554-6678696 

普法对象 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全体公民。 

重点普法内容 

1.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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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规。加强

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学习宣传国务院《信访条例》和新修订《安徽省信访条例》等法律

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精心组织“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2.深入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加强国家安全

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3.开展“7·1”建党日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学习教育。 

4.开展国务院《信访条例》修订实施 15 周年和新修订《安徽省信访

条例》实施的第一年“两个条例”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 

阵地： 

运用电视、报纸、网站、微信等载体，通过展板、横幅、显示屏、宣

传栏等形式开展宣传。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国务院《信访条例》修订实施 15周年和新修订《安

徽省信访条例》实施的第一年“两个条例”宣传活动。 
6月底 

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4月 25日 

开展“7·1”建党日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学习教育。 7月 15日 

组织“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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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强光中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标准规范科 

负责人：耿  雾       联系电话：18949668280 

普法对象 全局干部职工和来大厅办事群众。 

重点普法内容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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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规。

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

点学习《行政许可法》《网络安全法》等有关法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4 月 15 日国家安全日在政务服务大厅宣传《国家安全法》；12 月 4

日宪法日在政务服务大厅宣传《宪法》。 

主要普法阵地： 市政务服务大厅。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利用政务服务大厅显示屏播放宣传《国家安全法》。 4月 15日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5月 15日前 

利用全局干部职工学习例会，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 
5月 15日前 

利用全局干部职工学习例会，学习《行政许可法》。 6月 1日前 

利用全局干部职工学习例会，学习党章。 7月 1日前 

利用全局干部职工学习例会，学习《国家保密法》。 8月 1日前 

利用全局干部职工学习例会，学习《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 
9月 1日前 

利用全局干部职工学习例会，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 
10月 1日前 

利用全局干部职工学习例会，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1月 1日前 

利用全局干部职工学习例会，学习《宪法》。 12月 4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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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王  琼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魏  琨        联系电话：0554-2683352  

普法对象 涉粮法人、非法人，社会公众 。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党内法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

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5月中下旬粮食科技活动周； 

5月 26日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颁布日； 

10月 16日世界粮食日；  

12月 4日国家宪法日。  

主要普法阵地： 法治讲座、政务网站、现场普法。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7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党内法规等学习宣传。  
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宣传。  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学习宣传 。 2020年 4月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学习宣传。  2020年 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学习宣传。 2020年 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学习宣传。  2020年 8月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学习宣传。  2020年 10月  

http://lswz.ah.gov.cn/openness/detail/content/5e71d7597f8b9a985c137d9d.html
http://lswz.ah.gov.cn/openness/detail/content/5e71d7597f8b9a985c137d9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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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王  筠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宣传科法规科 

负责人：刘 伟、赵 辉      联系电话：0554-6644162 

普法对象 本部门本单位的普法对象和对社会开展普法工作的服务对象。 

重点普法 

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淮南

市城市管理执法条例》《淮南市城市管理条例》《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按照市城管局 2020年度法宣工作要点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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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学习宪法活动；落实“一

月一法”学法制度；认真组织好“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

日活动；健全完善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普法责任制等；做好“七

五”普法总结和“八五”普法规划规定工作。 

主要普法 

阵地： 

运用报纸、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开展普法宣传；利用横幅、展板、电

子显示屏、宣传栏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2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常态性宪法学习； 1-2月 

新型冠状肺炎依法防控宣传；工作人员学法； 3-4月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以案释法普法宣讲； 5-6月 

全省城管执法人员法治业务培训； 6-12月 

落实“江淮普法行”、“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活动。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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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陈家雪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科 

负责人：黄玉嵘       联系电话：0554-6666103 

普法对象 市公管局及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交易主体。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

条例、《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淮南市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4·15”国家安全教育日、“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普法纪念

日法律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在市公管局网站、局同事微信群、交易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开展普法宣传；利用横幅、展板、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开展普法宣

传；组织普法人员到各方交易主体上门开展招标采购法宣讲。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12月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12月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 12月 

宪法法律知识测试。 12月 

法律讲座。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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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地震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杨天超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业务管理科 

负责人：曲  聪        联系电话：0554-6644920 

普法对象 社会公众、服务对象。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安徽省防震减灾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国际减灾日（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开展专题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微信公众号、横幅、传单。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走进社区开展专题普法活动。 10月份 

在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普法内容。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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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招商服务中心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盛  筠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规划科 

负责人：张慧芬        联系电话：0554-5363122 

普法对象 中心工作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规。加强宪法学习

宣传教育。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3.8”妇女节、“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一月一

法学法手册学习、“7.1”建党日、“8.1”建军节、“10.1”国庆节、

“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等。 

主要普法阵地： 微信群。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12月底 

常态性宪法学习、宪法宣誓。 12月底 

参与旁听庭审活动。 12月底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12月底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活动。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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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广播电视台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 斌、迟海波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党群工作部、总编室 

责任人：梁 娣、田 玲       联系电话：0554-6641209 

普法对象 全台员工、广播电视受众。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等法律法规。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国家宪法日等。 

主要普法阵地： 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平台。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 12月 

开展新闻采访报道。 12月 

通过栏目节目普及法律常识。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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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潘明广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责任人：施凯翔       联系电话：18130117611 

普法对象 单位全体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四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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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党章党规。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全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法律学习； 

7-8月建党日，党章、党规、党纪学习； 

12月安全生产法宣传周，安全生产法学习； 

12月“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宪法学习。 

主要普法阵地： 部门网站、微信、短信、展板。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 12月 

宪法学习。 12月 

单位人员开展学法。 12月 

新型冠状肺炎依法防控宣传。 12月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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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云峰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郭  杰       联系电话：0554-3649846 

普法对象 
系统所属干部职工、农民合作社社员、广大农民群众、社有资产租赁

企业（户）。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宪法》、党内法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公司法》《合同法》《安全生产法》《消防法》

《淮南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办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1.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学法活动（长期坚持）； 

2.邀请“七五”普法讲师团来市供销社系统机关、企业采用报告会、

法治讲座、研讨会等形式进行法治宣传（适时）； 

3.参加 2020年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按要求）； 

4.组织宪法法律考试（按要求）； 

5.党内法规学习纳入中心组和基层党支部理论学习内容（长期坚持）； 

6.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网上、现场旁听庭审活动（按要求）； 

7.积极利用网络组织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教育（长期坚持）。 

主要普法 

阵地： 

利用网站、工作微信群、工作 qq群开展普法宣传；利用横幅、传单、

展板、宣传栏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9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基层党组织常态性宪法学习。 长期坚持 

国家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农民合作社社员等人群开展

学法。 
长期坚持 

新型冠状肺炎依法防控宣传。 长期坚持 

参与在线或网上旁听庭审活动。 按要求 

在机关政治学习中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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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残疾人联合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张天舒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综合科 

责任人：张  焱       联系电话：0554-2675672 

普法对象 市残联全体干部职工、残疾人、残疾人家属及残疾人工作者。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宪法、党章党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安徽省残疾人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就业条例》《残

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淮南市残疾人辅助办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5 月“全国助残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与

残疾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广播、电视、横幅、传单、展板、手

册。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2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 全年 

全体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学法。 全年 

落实“一月一法”制度。 全年 

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宣传活动。 12月 

残疾人法律知识培训班。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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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卫永道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郭运涛       联系电话：0554-6887003 

普法对象 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及公积金缴存单位及人员。 

重点普法内容 

突出学习宪法，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深入学习公积金法

律法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认真学习与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法治化管

理水平；认真学习廉政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增强反腐倡廉自觉性。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集中培训每两月一次，每期讲堂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分钟，利用周

五的政治学习或其他时间进行。 

主要普法阵地： 公积金讲堂、业务大厅和参加宣传主题日活动。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39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组织专家讲授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

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月 

科室负责人讲解公积金合规操作与电子稽核。 3月 

科室负责人讲解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 5月 

法律人士讲授宪法及相关行政法律法规。 7月 

专业人士讲解财务报销制度。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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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陈  乐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综合科 

负责人：金  娜          联系电话：0554-6600690 

普法对象 管委会全体工作人员、各景区工作人员、游客等。 

重点普法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党章》《政法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

等党内法规，《宪法》《传染病防治法》《消防法》《网络安全法》《风

景名胜区条例 》等法律法规，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宣传力度，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6月安全生产月、7.1建党节、10.1国庆、12.4国家宪法日等。 

主要普法阵地： 

利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学习强国”APP、干部网络在线学习、

微信公众号、横幅、标语、发放资料、LED显示屏、展板等进行宣

传教育。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6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管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 全年 

推进宪法法律进机关、进景区。 全年 

坚决落实“一月一法”制度，推进干部职工常态化学法。 全年 

结合景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 6月 

7·1建党节主题宣传活动。 7月上旬 

10·1国庆节主题宣传活动。 10月上旬 

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教育。 12月上旬 



72 

 

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安徽省淮南强制隔离戒毒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魏树勇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制科 

负责人：蒋钧剑        联系电话：18055428556 

普法对象 

全体民警职工以及与戒毒有关的其他国家机关相关工作人员，从

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人员，在所戒毒人员、社会吸毒人群

及其亲属。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禁毒法》和《戒毒条例》，一月一法手册规指定内容。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12.4宪法日系列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所内专栏、展板、横幅、电子显示屏，新媒体，报纸、刊物。 

普法队伍： 否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所党委中心组、所长办公会前学法。 全年 

组织参与在线、网上旁听庭审活动。 不少于 1次 

邀请法学专家、法律顾问举办法治讲座。 不少于 1次 

举办戒毒人员学期法律常识考试。 2次 

举办全体民警职工学法考试。 1次 

举办 6.26禁毒知识系列宣传。 6月中旬始 

举办 12.4宪法日活动。 12月初 



73 

 

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税务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陈雅君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市局纳税服务中心 

负责人：段顺传       联系电话：0554-2699085 

普法对象 全市纳税人。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5月 20日前开展第 29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运用网站、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载体开展普法宣传。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5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通过 12366纳税服务热线、对外公开电话、纳税人

QQ群、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5月 20日前 

录制“淮税微声”栏目普法专期。 5月 20日前 

录制淮南税务抖音普法宣传小视频。 5月 20日前 

开展法治漫画征集活动。 5月 2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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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无线电管理处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万  军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频率台站室 

负责人：宋  昊         联系电话：18955410097 

普法对象 全市人民。 

重点普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5 月 17 日世界电信日，出动 2 个宣传组在全市巡回宣传电磁环境

安全。在 9月开展无线电管理宣传月，宣传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 

主要普法阵地： 电视、网站、报纸以及横幅、展板、手册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3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世界电信日联合淮南移动公司，出动 2个巡回宣传组

宣传电磁环境安全，保障空中电波秩序。 
5月 31日 

高考、中考等各类考试期间在各考场宣传打击利用无

线电通信作弊违法行为。 
7月 31日 

无线电管理宣传月，开展户外宣传，现场展示无线电

监测和查处的各类违法通信设备。 
9月 30日 

开展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市场检查，宣传无线电销售

备案制度。 
10月 31日 

12．4国家宪法日，按照要求开展各类普法活动。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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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气象局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凌旺福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政策法规科 

负责人：童应祥       联系电话：18919792833 

普法对象 全体干部职工，中小学生、社会公众等。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气象相关法律法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事件应

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与

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等密切相关法律、法规学习。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按照法治宣传教育方案开展普法宣传、集体学习、党组中心组学

习、开展法律七进等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3.23气象日、5.12防灾减灾日、12.4国家

宪法日等各类宣传周、宣传月，气象系统远程教育学习平台，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15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利用“3.23”、“5.12”“12.4”等开展专题宣传。 年底前 

每季度开展一次道德讲堂、每月二次集体学习。 年底前 

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 年底前 

开展”法律七进”活动。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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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潘少东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法规科 

负责人：陈  亮       联系电话：0554-2519956 

普法对象 
市局（公司）全体干部职工、淮南市卷烟零售户和广大消费者、

社会群众等。 

重点普法内容 

《宪法》《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安徽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办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

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广告法》《合同法》。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15”国家安全教育日、“6·29”

烟草专卖法颁布纪念日、“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普法纪念日

法律宣传活动及法律六进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省局、市局网站、期刊、微信公众号、普法学习企业微信等媒介

及地方新闻媒体；横幅、传单、展板电子屏等宣传形式。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7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在党组中心组学习上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12月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法律知识宣传。 5月前 

“3·15”、“4·15”、“6·29”、“12·4”等重点普法

纪念日宣传活动。 

普法纪念日

当期 

法治文化宣传阵地建设。 12月前 

针对行政执法人员开展专卖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

罚法等行政法专项学习及测试。 
6月 

针对经营管理人员开展招投标法、合同法等培训。 10月 

“一月一法”制度在县局和支部学习上的落实。 12月前 

法规人员法律知识竞赛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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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中国人民银行淮南市中心支行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刘  勇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办公室 

负责人：陈大海         联系电话：0554-2674688 

普法对象 各商业银行、全市市民。 

重点普法内容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洗钱、反假货币、征信管理、宪法法律等。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预防洗钱犯罪 维护金融安全”（11 月）；“用征信、助融资、促发

展”（6 月）；“反假货币 人人有责”；“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守住钱袋子”（9月）；“5.15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5月）。 

主要普法阵地： 
电视台、报纸、横幅、传单、宣传折页、展板、电子显示屏、宣传

栏等。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52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普及，印发宣传手册、展板、电子显示

屏进行宣传。 
3月 

征信知识普及，印发宣传手册、展板、电子显示屏进行宣

传。 
6月 

反假货币，印发宣传手册、展板、电子显示屏进行宣传。 全年 

预防洗钱犯罪，印发宣传手册、展板、电子显示屏进行宣

传。 
11月 

宪法普及月，印发宣传手册、展板、电子显示屏进行宣传。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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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 2020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管理 
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年度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名称 淮南联合大学 

组织保障 

责任领导（分管领导）：薄  勇 

责任科室（牵头科室）：宣传部 

负责人：熊  瑛       联系电话：0554-6862698,15955486718 

普法对象 广大师生。 

重点普法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育、校园法

治文化建设。 

主题活动及 

重要节点 

学生返校开展防控疫情宣传活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法

治宣传教育，全国节能宣传周，“7.1”建党日，“9.10”教师节，

“9.20”公民道德宣传日，“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

中宣传活动。 

主要普法阵地： 
校报、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横幅、传单、展板、电子显示

屏、宣传栏等形式。 

普法队伍： 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  50  人。 

 

 

普法计划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开展党委理论中心组学法、常态化宪法学习。 年底 

新型冠状肺炎依法防控宣传。 年底 

向广大师生开展普法宣传。 年底 

举办法治讲座、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 年底 

“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重要节点等主题宣

传活动。 
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