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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全面提升
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条
例》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条例》出台的背景
和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发
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宣传工作
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做好新
形势下宣传工作，迫切需要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我
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
工作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以党内
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宣传工作提供基
本遵循。
党中央高度重视《条例》制定工作，将
《条例》列入《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
个五年规划（2018－2022 年）》。按照党中
央要求，中央宣传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认真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
善 ，起 草 形 成《条 例》稿 。 2019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条例》。6 月 29 日，党中央印
发《条例》。
《条例》是宣传领域的主干性、基础性
党内法规，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
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和支撑，标志着
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新
的台阶，在党的宣传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
要的里程碑意义。
问：请您介绍一下《条例》的主要框架。
答：
《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宣传工作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
命 、实 践 要 求 的 一 系 列 重 要 论 述 贯 穿 其
中。
《条例》共 13 章 53 条，大致分为三个板
块。第一板块包括总则、组织领导和职责
两章，主要是目的依据、定位作用、指导思
想、根本任务、工作原则，以及机构设置、党
委和党委宣传部职责等管总的内容。第二
板块是第三章到第十一章，规定了宣传领
域各方面工作，包括理论、新闻舆论和出
版、思想道德建设、文化文艺、互联网宣传
和信息内容管理、对外宣传、基层宣传工
作、意识形态管理、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全
面领导等。第三板块包括保障和监督、附
则两章，主要是机制保障、经费保障、表彰
激励、调研舆情和信息化保障、法治保障、

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规定。

和重大事项，每年向党中央或者上一级党
委报告宣传工作情况；三是研究制定宣传
工作的重要政策，按照权限制定宣传工作
相关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推动制定宣
传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并组织实施；四是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五是统筹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六是领导宣传部门做
好宣传工作，选优配强宣传系统领导班子
和主要负责人，加强宣传干部、人才队伍建
设；七是领导同级人大、政府、政协、法院、
检察院、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做好本部
门本单位本领域宣传工作。
《条例》还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
地方各级纪委监委，党的工作机关、党委直
属事业单位等，参照党委履行相应宣传工
作职责。

问：请问《条例》关于宣传工作定位作
用、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有哪些规定？
答：关于宣传工作的定位作用，
《条例》
规定，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巩固党的群众
基础和执政基础的重要方式，是为实现党
的主张和奋斗目标动员组织党员、干部和
群众所进行的理论武装、舆论引导、思想教
育、文化建设、文明培育等工作和活动。宣
传工作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
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关于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
《条例》规
定，宣传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担当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
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
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
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条例》提出了“一个高举”、
“两个巩
固”、
“ 三个建设”的宣传工作根本任务，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
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
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
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问：请问《条例》对各级党委宣传部承
担的工作职责有哪些规定？
答：党委宣传部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
党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职能部门，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牵头协调部
门。
《条例》规定了党委宣传部的 16 项工作
职责：
（一）贯彻落实党对宣传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决策部署，拟订宣传工作重要政策
和事业发展规划；
（二）统筹协调意识形态
工作，组织协调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情况日常监督检查，结合巡视巡察工作开
展专项检查；
（三）指导协调理论研究、学
习、宣传工作；
（四）统筹分析研判和引导社
会舆论，指导协调新闻单位工作，协调开展
新闻发布工作；
（五）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
工作，统筹指导广播电视工作，组织指导
“扫黄打非”工作；
（六）统筹指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组织指导思想道德建设
和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
（七）统筹协调精神文化产品创作和生
产，协调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的有关工作，指导协调推动群众文化建设；
（八）指导协调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以及旅游业发展，指导协调国有
文化资产监管工作；
（九）宏观指导互联网
宣传和信息内容建设管理工作，统筹协调
新媒体建设与管理；
（十）统筹开展对外宣
传工作，指导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工作，协调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协调人权宣传
工作；
（十一）协调推进宣传领域法治建设；
（十二）统筹指导舆情信息工作；
（十三）负
责宣传工作的内容建设和口径管理；
（十
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宣传系统领导
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管理；
（十五）指

问：请问《条例》对各级党委承担的宣
传工作职责有哪些规定？
答：做好宣传工作需要全党动手。各
级党委对宣传工作负主体责任，应当把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加强对宣传领
域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和重大问题
的分析研判。
《条例》规定了党委的 7 项主
要职责：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委
关于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指示精神，
指导和督促检查下级党组织做好宣传工
作；二是定期研究部署宣传工作重要工作

坟墓搬迁公告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因杭州市淳安县桥北综合供能服务站即将启动，该项目地处千岛湖进
贤湾养生社区 F-4 东侧（千汾线 K1+800 处,进贤湾隧道旁）,地块内现有三
座坟墓,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现就该地坟墓搬迁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1、公告地址：
千汾线 K1+800 处，
往千岛湖方向左侧山坡处。
2、内容：凡上述地块内地所有坟墓的搬迁。
3、搬迁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止。请相关户主及时
与我委联系，
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迁坟完毕，逾期不搬将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
余先生 联系电话：
65025025
浙江省淳安千岛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二 O 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因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或
序号 不动产登记证明
号

权利人

不动产
权利类型

不动产坐落

房屋
所有权

千岛湖镇新安东
路 238 号 2 幢 101
室

1

浙（2016）淳安县
杭州得卜实业有
不动产权第
限公司
0001112 号

2

浙（2018）淳安县 杭州千岛湖康盛
不动产证明第 小额贷款股份有 他项权证
0000975 号
限公司

千岛湖镇新安东
路 238 号 2 幢 101
室

公告单位：
淳安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 年 9 月 10 日

导下级党委宣传工作；
（十六）完成同级党
委和上级党委宣传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问：请问《条例》对加强基层宣传工作
有哪些实招？
答：考虑到基层宣传工作相对薄弱，
《条例》把基层宣传工作单列一章，对企业、
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
会组织等基层单位的宣传工作作出明确规
定。在机构设置和工作力量上，规定乡镇
（街道）党组织明确 1 名党委（党工委）委员
负责宣传工作，村（社区）党组织配备宣传
员；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党组织设置宣
传工作机构；高校党委设立宣传部；国有参
股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
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配备宣传员；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设置宣传工作机构，或者配备
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在阵地建设上，规
定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加强基层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机构、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
化中心、文体广场等文化设施的建设、管理
和使用。在经费保障上，规定各级党委和
政府应当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农村文
化建设经费保障机制，支持基层文化设施
建设和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问：请您谈谈如何抓好《条例》的贯彻
落实。
答：学习贯彻《条例》是各级党组织的
重要任务。按照《条例》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要加强《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纳
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
纳入监督执纪问责范围。
中央宣传部将从以下方面抓好《条例》
的贯彻落实。一是加强学习宣传。推动将
《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内容，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让
党员干部准确把握《条例》精神和主要内
容。二是完善配套制度。加强统筹谋划，
推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宣
传领域法规制度，把《条例》各项规定落细
落小、落到实处。三是做好督促落实。适
时开展专题调研，深入了解《条例》贯彻落
实情况，推动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