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 2021年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
考核的通知

各镇（街道）、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相关成员单位：

为充分掌握全县各镇（街道）、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相关成

员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开展情况，切实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文明实践活动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

制度化开展，真正把文明实践工作落到实处。经研究决定，县委

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自 11 月 10 日—17 日，

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等方式，对 2021

年度各镇（街道）、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相关成员单位新时代文

明实践建设工作进行督查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发放以奖代补资

金。

请各镇（街道）、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相关成员单位高度重

视，对照《城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

相关成员单位建设工作考核评分表》进行自查并查漏补缺。同时，

确定专人负责本次督查考核工作，并及时与检查组进行联系对接。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系人：裴若菲，联系电话：

7216815，15332531136。

附件：1.2021年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考核分组名单



2.城固县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工作考核

评分表

3.城固县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工作考核

评分表

4.城固县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相关成员单位新时代

文明实践建设工作考核评分表

中共城固县委宣传部 城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

2021年 11月 3日



附件 1

2021年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
考核分组名单

总负责：田海燕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第一检查考核组

组 长：周 强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成 员：李 媛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干部

何文月 县委文明办干部

考核单位：博望街道办事处 三合镇 五堵镇 天明镇

二里镇 县妇联

县委党校（理论宣讲平台）

县文旅局（文化服务平台）

第二检查考核组

组 长：杨 婧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副主任

成 员：周继君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干部

裴若菲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干部

考核单位：莲花街道办事处 龙头镇 原公镇 桔园镇

双溪镇 小河镇 县文联 县卫健局

县教体局（教育服务平台）

县体育运动中心（健身体育服务平台）

第三检查考核组

组 长：王立群 外宣办（新闻办）副主任



成 员：熊 坤 县委文明办精神文明建设股股长

王 玥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干部

考核单位：沙河营镇 董家营镇 上元观镇 柳林镇

文川镇 老庄镇 团县委 县民政局

县科协（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



附件 2

城固县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工作考核评分表
镇（街道）：

评估标准 分值 得分

1.镇（街道）党（工）委负责本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镇（街道）党（工）委

书记担任文明实践所所长。至少有 2名以上专兼职人员负责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
10

2.按照组织机构、固定场所、专人负责、规章制度、项目计划、志愿团队、活动内容、活动经费、激励嘉许、

特色品牌“十有”标准建设文明实践阵地。党建、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等各种资源整合到位，利用率 50%以

上。积极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站点，在显著位置展示 2处以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

10

3.建立统筹协调、分工明确、指导有力、条块联动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贯通、无缝连接，共同推进、

有效运行的工作格局。文明实践所所长每月专门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时间不少于 1天，每两月至少到村（社区）调

研督导 1次文明实践工作。每年对文明实践骨干、工作人员、项目负责人、志愿者等开展的专题培训不少于 2次，

培训覆盖面达 100%。

10

4.构建文明实践所统筹安排、文明实践站组织实施、志愿服务队各展所长、志愿服务点承接落地的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工作格局。镇（街道）机关干部注册志愿者比例不少于 90%，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每月不少于 1次，每次

不少于 2小时。群众对文明实践工作的满意率达到 80%以上。

10

5.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范围执行，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支持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
10



6.建立志愿服务时长记录评价机制和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星级评定、积分兑换、礼遇优待等激励回馈办法，将

文明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优先纳入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志愿服务、身边好人推荐评选范围。
10

7.运用“城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云平台”开展工作，规范做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信息发布、志愿者

招募注册、时长记录、学习培训、激励保障、查询认证等工作，确保各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不少于 50 人，服务

时长不少于 200 小时，无未结项活动。

10

8.围绕“五项工作”（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

续深入移风易俗），结合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推动文明实践进乡村、进社区、进基层、

进楼宇。每月至少组织 1次示范性活动，发布并实施常态化文明实践项目每年不少于 10 项。

10

9.发挥基层先进典型、党员骨干作用，组建群众身边的理论宣讲队伍，以志愿服务的形式，面向群众开展党

的创新理论政策宣讲活动，每月至少开展 1 次集中宣讲活动，运用各级媒介加强宣传，活动资讯信息不少于 10

条。落实月报制度，每月上报文明实践工作开展情况。

10

10.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大力挖掘、培育和宣传文明实践先进典型、优

秀项目、创新案例。打造可复制、有实效的文明实践品牌项目不少于 2个，经验成果在县级以上媒体上宣传报道，

或在县级以上相关会议上交流。

10

总分 100 分

单位领导签字： 考核组长签字： 时间：2021年 11月 日



附件 3

城固县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工作考核评分表
镇 村（社区）：

评估标准 分值 得分

1.村（社区）党支部负责本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组织领导和具体推进。村（社区）支部书记担任文明

实践站站长，专门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每周不少于半天。至少有 1名以上专兼职人员负责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作。
10

2.按照“十有”标准做到有组织机构、固定场所、专人负责、规章制度、项目计划、志愿团队、活动内容、活

动经费、激励嘉许、特色品牌。建立健全内部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约束机制，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范围执行，确保专

款专用、公开透明。

10

3.动员组织群众积极利用城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云平台和微信公众号，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实

现线上线下融合联动。
10

4.每月组织开展一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经常性参与活动的群众占本村（社区）常住人口的 80%以上，群众

对文明实践工作的满意率达到 80%以上。
10

5.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文明、移风易俗、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善行义举榜、

卫生健康知识、传染病防控和应急救护知识等内容，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宣传教育一条街。
10



6.聚焦“五项工作”（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

深入移风易俗），发挥“说事大院”、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作用，每季度召开 1次新

时代文明实践评议会。

10

7.运用“城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云平台”开展工作，规范做好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信息发布、志愿者招

募注册、时长记录、学习培训、激励保障、查询认证等工作，确保各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不少于 20 人，服务时长不

少于 200 小时，无未结项活动。

10

8.组建群众身边的理论宣讲队伍，每月至少开展 1 次理论宣讲活动。运用各级媒介加强宣传，活动资讯信息不

少于 10 条。
10

9.制定以精神奖励为主的褒奖激励措施，将文明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优先纳入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

志愿服务、身边好人推荐评选范围。
10

10.常态化宣传推广新时代文明实践好经验、好项目、好案例，推动本村（社区）文明实践工作有效提升。打造

可复制、有实效的文明实践品牌项目不少于 2个，经验成果在县级以上媒体上宣传报道，或在全县相关会议上交流。
10

总分 100 分

单位领导签字： 考核组长签字： 时间：2021年 11月 日



附件 4

城固县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相关成员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考核评分表

被考评单位：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分值 得分

健全工作机制

（50分）

1.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相关成员单位负责本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组织领导，把新时代文明实

践建设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一把手”工程，明确组织体系和具体任务，给予人力、物力

充分保障。

10

2.组建不少于 100 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建立花名册，并在文明实践云平台登记注册，有队旗、统

一服装、志愿服务队项目菜单。在职党员干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率达 80%，在职党员干部人

均每年从事志愿服务时间达到 20 小时。

10

3.五大平台牵头单位和相关成员单位每年专题研究 1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每半年至

少召开 1次信息沟通、工作推进、经验交流等工作会议，单位主要负责人每月专门推动文明实践工作

时间不少于 1天，推动文明实践有效落实。

10

4.建立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学习强国”平台等各类新媒介联通融通机制，提升服务效能、扩大

宣传效应，实现网上网下同频共振。落实月报制度，每月按照总体情况、特色活动等上报文明实践工

作开展情况。

10

5.强化经费保障，将文明实践工作的基本经费纳入本单位财政预算，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管理和监

督机制，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范围执行，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建设。

10



推进文明实践

（40分）

6.按照组织机构、固定场所、专人负责、规章制度、项目计划、志愿团队、活动内容、活动经费、

激励嘉许、特色品牌“十有”标准建设文明实践阵地。每年至少安排 1次本部门的志愿者队伍培训，

覆盖率达到 90%。

10

7.围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

入移风易俗“五项工作”，孵化培育接地气聚人气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不少于 5项，结合单位业

务精准设计开展，满足群众教育、文化、科技、卫生、法律、健身等精神文明需求，群众对文明实践

工作的满意率达到 80%以上。

10

8.围绕“五项工作”，每年承办开展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12 场（次），打造有影响、

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品牌不少于 2个，志愿服务活动资讯信息不少于 10 条。
10

9.统筹线上线下文明实践活动，用好城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云平台和微信公号，充分利

用线上平台对广大群众开展宣传教育，组织线上宣讲活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村入户、入脑入心。各成员单位积极组织志愿者每月至少下基层开展 1次文明实践活动，加强对志

愿者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组织管理。实现志愿者注册招募、时长记录、项目运作、群众参与、

查询认证精细化管理，确保各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不少于 20 人，服务时长不少于 200 小时，无未结

项活动。

10

打造工作品牌

（10 分）

10.在文明实践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做法、创新案例，长效性和影响力显著，经验成

果在县级以上媒体上宣传报道，或在县级以上相关会议上交流。
10

总分 100 分

单位领导签字： 考核组长签字： 时间：2021年 11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