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 2 月 4 日，是我国第七个‘国
家宪法日’。 国务院新闻办就

2020年全国 ‘宪法宣传周’ 活动安排及
‘七五’普法工作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

从 11月 30日开始，至 12月 6日，
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全国组织
开展‘宪法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

此前，11 月 24日，民政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2020 年全
国“宪法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工作方
案》， 要求围绕社区居民法治需求和
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宪法进万家’
活动，深入基层社区、家庭开展普法
宣传。 突出宣传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
利和义务的规定，关于居民委员会有
关规定，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充分利用
市民讲堂、 道德讲堂等阵地为社区居
民讲法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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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宪法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 本报记者 王勇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工作方案》明确，2020 年全
国“宪法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要求围绕社区居民法治需
求和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宪
法进万家”活动，深入基层社区、
家庭开展普法宣传。 突出宣传宪
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
规定， 关于居民委员会有关规
定，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充分利
用市民讲堂、道德讲堂等阵地为
社区居民讲法治课。

重点宣传内容包括：
1.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

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自
治的重要论述；

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特别是全会关于加强社区治
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作出的专门
部署；

3. 新中国宪法发展历程、宪
法的地位和作用、宪法的基本原
则和主要内容，特别是宪法对公
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城市居民委
员会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4.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关
于城市居民委员会建设和依法
实行社区居民群众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
方面的有关规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

6.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社区文化引领，培育社
区精神；

7.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律知识。

整体协同联动

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 司法部部长、
全国普法办主任唐一军介绍，此
次宣传活动的一大特点是整体
协同联动。

“我们组织协调中央有关部
门分别牵头负责， 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的责任制，推动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宪法学习宣传贯
彻向面上拓展、 向基层延伸、
向群众贴近， 融入法治实践、
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社会生活。 ”
唐一军表示。

一是推进宪法进农村。 11 月
30 日，农业农村部、司法部在山
西太原举办了“宪法进农村”活
动，提高农民群众的法治素养和
法治意识，提升乡村治理的法治
化水平。

二是推进宪法进企业。 12 月
1 日， 全国总工会在江西南昌举
办主题日活动，结合企业法治文
化建设，面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和职工，宣传宪法法律对国有经
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障规范和
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推进法治
企业建设。

三是推进宪法进社区。 12 月
1 日，民政部、司法部在山东济南
举办现场主题活动，围绕社区群
众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进行法
治宣讲和法律咨询，增强学习宣
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四是推进宪法进校园。 近
日，教育部举办第五届全国学生
“学宪法·讲宪法”总决赛。 今天，
举办了第七届“国家宪法日”“宪
法晨读” 活动，6000 多万学生同
步诵读宪法， 全国共 25 万多所
学校观看了活动直播视频。

中央有关职能部门还组织
开展了进机关、进军营、进网络
等主题宣传活动。

“宪法宣传周是有时限的，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宪法是长期的任务。 我们将推
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学习
宣传制度化、常态化，让每一天
都是宪法宣传日，每一周都是宪
法宣传周。 ”唐一军强调。

推进民法典的学习宣传和
实施

民法典明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施行，民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
彻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
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 唐一
军表示，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把
民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抓紧抓实，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推进这
项工作。

第一，把握着眼点，纳入法
治大格局。

将贯彻实施民法典作为深
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
务，把实施民法典纳入全面依法
治国的工作总布局，作为推动法
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法
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作为法
治督察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等各
项工作， 推动形成高效协同、统
筹联动的民法典学习宣传和贯
彻实施的工作体系。

前一段时间， 中央依法治国
办组织了对地方党委政府贯彻落
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情
况开展专项督察，在这个督察中，
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法典
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不久前还开
展了全国“七五”普法总结验收，
在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自查
的基础上，对一些省（区、市）进行
了抽查， 一个重点内容就是民法
典的学习宣传情况。 这些督察和
检查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有关部门
准确理解和把握民法典一系列新
规定新概念新精神， 推动了各地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第二，紧盯着力点，唱好普
法重头戏。

加强统筹部署。 会同中宣部
等 8 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
强民法典学习宣传工作，让人民
群众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
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
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推动中央各
部门及时把民法典列入本部门
普法责任清单，积极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责任制。

聚焦重点热点。 坚持人民群
众关心什么、民法典普法就讲什
么， 始终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

向。 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
责同志录制了三场权威的《民法
典学习公开课》，在全网推送。 制
作了民法典公益宣传片、宣传挂
图，在基层单位和公共场所循环
播放、大量张贴，广泛覆盖基层
普法阵地。 编写民法典通俗读
本，以知识问答加图解的形式为
全社会提供学法产品。 各地各有
关部门以法律“七进”为载体，开
展社会覆盖面广、基层群众参与
度高的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

创新方式方法。 坚持什么方
式有效，就用什么方式，努力使
民法典普法宣传更接地气、更有
成效。 民法典通过当天，我们推
出了《民法典开讲》系列公益讲
座直播，连播 12 讲，网友收看踊
跃。 在一个直播平台的收看量就
突破了千万人次。 讲座内容整理
成《民法典开讲》图书，受到党政
干部和社会大众广泛欢迎。 在

“学习强国”平台推出“民法典相
关法律知识”专项答题，参与答
题人数近 1 亿人次。 通过“报、
网、端、微、屏”等全媒体，全方
位、 多声部开展了民法典宣传，
营造了浓厚氛围。

“我觉得， 这次民法典的学
习宣传，呈现出中央政治局带头
学习、人民群众自觉学习、全媒
体广泛传播、地方和基层同向发
力的特点，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有

声有色、有力有效、上下联动、广
泛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法典这样
一个可喜的局面。 ”唐一军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民
法典普法工作作为“十四五”时
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八五
普法规划在时间上完全与十四
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
期同步， 我们将在八五普法中
加大民法典普法力度， 组织开
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专项
宣传活动，进一步推动民法精神
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唐一
军强调。

第三，强化关键点，做好实
施大文章。

一是强化科学立法。 目前正
在对照民法典规定，组织对现行
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
件进行全方位的“法律体检”，推
动立改废释工作。 在今后行政立
法工作中， 将注意加强配套立
法，更注意相关立法是否符合民
法典的规定，备案审查也将加强
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加快形成以
民法典为中心的配套制度体系，
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
权威。

二是强化执法司法。 在行政
确权、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刑罚
执行、 强制隔离戒毒等工作中，
更加注意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大民事
权利的保护力度。 切实履行司法
行政系统监督指导协调行政执
法的工作职责，加强行政执法协
调监督，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及时办理相关行政复议案
件，坚决纠正行政机关侵害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维护民
法典赋予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

三是强化公共法律服务。 充
分发挥律师事务所、 公证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等法律专业机构
作用，准确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
定。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仲裁等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对合
同、婚姻、继承等适宜调解的民
事纠纷，引导当事人更多运用调
解方式妥善化解，准确适用民法
典进行仲裁。 加强法律援助等工
作，充分运用民法典帮助困难群
众维护自身权益，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次法律服务中都能够感受
到公平正义。

新闻发布会主席台（刘健/摄）

� � 12 月 3 日，德阳市民政局在旌东街道东山社区开展“宪法进社
区”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