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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部署开展 2022年
全国“宪法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主题， 以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
周年为重点， 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
重要论述， 大力加强宪法学习宣
传，让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据介绍，11 月下旬，民政部办
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
知，对 2022 年全国“宪法进社区”
主题宣传活动进行全面部署。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民政部门、 司法行政部

门在“宪法宣传周”活动期间联合
举办“宪法进社区” 主题宣传活
动。 活动可视情邀请有关部门、社
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等代表发
言，开展现场法律咨询，发放宣传
材料，组织法治文艺作品展演、法
治公益视频展播等。

活动提出，各地要根据本方
案的总体要求和重点宣传内容，
充分发挥社区法律顾问作用，依
托市民讲堂、 道德讲堂等阵地，
安排社区法律顾问为所服务的
社区至少开展一次宪法宣传。 在
社区服务窗口、 法律图书角、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摆
放宪法文本和宪法宣传资料，供
群众免费取阅学习。 在社区公共
活动场所设置宪法宣传栏、张贴
宪法宣传海报，把宪法和法治元
素融入社区文化广场、公园等文
化阵地，发挥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作用，让老百姓对宪法
法律听得懂、看得见、记得住、能
认同、能遵守。

各地民政部门要把开展“宪法
进社区” 宣传活动作为推动落实
“八五”普法规划的重要载体，作为
国家机关履行“谁执法谁普法”普
法责任制的重要举措。
要参照本方案精
心策划制定本地
区的“宪法进社区”
主题宣传活动
方案， 认真组
织实施。 要
切实负起责
任， 根据工
作需要明确相
关参加单位，加强
沟通协调，整合资
源力量，形成宣传
合力。

12 月 4 日是第九个国家
宪法日，也是我国现行宪法公
布施行 40 周年纪念日。 日前，
河北省制定方案部署开展

“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
传周”宣传活动。

2022 年“宪法宣传周”活
动自 12 月 4 日开始至 12 月
10 日结束。为深化河北省“12·
4” 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
周”宣传活动，确保活动扎实
推进，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司
法厅、省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制定了《2022 年全省

“宪法宣传周” 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紧密结合“八
五”普法实施，大力加强宪法
学习宣传， 让宪法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推动全面贯彻实施
宪法，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加快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营造
良好法治环境。

据悉，《方案》要求，宪法
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
要在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前提
下，根据重点活动安排，积极
组织开展特色鲜明、 形式多
样、 内容丰富的线上宣传活
动， 确保宪法宣传活动有声
势、组织有力度、开展有亮点。

要把宪法精神、法治元素融入
红色文化、地方文化、行业文
化、企业文化等，发挥全国和
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等作
用，广泛开展网上群众性法治
文化活动。

“宪法宣传周”期间，河北
省各有关部门还组织开展宪法
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
关、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等

“宪法七进”主题宣传活动。 同
时，12 月 9 日举办第 14 次全
省干部宪法法律知识考试，省
直各单位、 人民团体、 事业单
位、中直驻冀单位、省属企业、
重点骨干大学在职干部以及各
设区市厅级及以上干部， 雄安
新区、定州市、辛集市处级及以
上干部通过线上方式参考。

此外，河北省法宣办还联
合有关部门开展“宪法进宾
馆”活动，向全省各大宾馆投
放宪法读本和宪法宣传海报、
标语；发布第七批全省“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名单，公
布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创建十佳案例、普法依法
治理创新案例、全省法治动漫
微视频征集活动获奖名单等。

（据人民网）

河北省部署开展
2022 年“宪法宣传周”
宣传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国广大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深入学习宪法，
近日，民政部、司法部共同印发《2022 年全国“宪法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工作方

案》，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在“宪法宣传
周”活动期间（12月 4日 -12月 10日）联合举办“宪法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青海省民政厅部署开展 2022 年度“宪法
宣传周”活动
� 为庆祝我国宪法颁布实施 40

周年， 根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
员会办公室等 4 部门的要求，青
海省民政厅印发《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宪法宣传周”活动和网络学
法用法考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通过明确宣传
主题、宣传时间和活动形式，在厅
系统掀起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宣传宪法的热潮。

《通知》明确宣传主题。 宣传
活动将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 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
法”为主题，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
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八五”普
法实施， 大力加强宪法学习宣传
教育，推动厅系统全体干部职工、
民政对象和广大的村（居）民深入
学习宪法，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
法权威，推动宪法全面实施，努力
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厅系统蔚
然成风。

《通知》明确了宣传时间和形
式，在“宪法宣传周”活动期间（12
月 4 日至 12 月 10 日），积极组织
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线上宣传活动， 并自觉服从
疫情防控需要， 能在线上组织的

一律不在线下进行， 切实把疫情
防控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组织厅
党组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等
法律； 组织厅系统全体干部职工
通过各类终端系统收看“2022 年
度法制人物特别节目”； 针对社区
居民法治需求和关注热点问题，组
织开展“宪法进社区”活动；组织厅
系统全体干部在线上开展“以案释
法” 专题讲座和网络学法用法考
试，并通过厅官网、微信群等宣传
途径，推送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
宪法知识、 宪法宣传短视频等宣
传活动。 （据青海省民政厅）

近日, 湖北省民政厅印发通
知, 部署在全省民政系统深入开
展 2022 年“宪法宣传周”活动,重
点开展“宪法进社区”主题活动 ,
引导全省广大社区工作者、 社区
居民及民政系统干部职工深入学
习宪法, 不断强化对宪法的政治
认同、法治认同、思想认同。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在
“宪法宣传周” 期间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宪法进社区”宣传活动,针

对社区群众法治需求和关注的热
点问题开展普法宣传。要充分发挥
社区法律顾问、下沉社区党员的作
用,利用社区服务中心、市民讲堂、
道德讲堂等阵地为社区居民讲法
治课、开展现场法律咨询等。

通知明确, 各级民政部门要
在社区、物业搭建的微邻里、微信
群等线上平台开展宪法等宣传 ;
在社区服务窗口、法律图书角、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摆放

宪法文本和宪法宣传资料； 在社
区公共活动场所设置宪法宣传
栏、张贴宪法宣传海报,把宪法和
法治元素融入社区文化广场、公
园等文化阵地, 发挥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作用,让老百姓对
宪法法律听得懂、 看得见、 记得
住、能认同、能遵守。

通知就全省民政系统开展
“宪法进机关”活动一并进行了安
排部署。 （据湖北省民政厅）

湖北省民政厅部署开展
全省“宪法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