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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刊〕 

 

市南区着眼“三个聚焦” 

扎实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 

 

市南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

魂，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着眼于“三个聚焦”，

进一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全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市南落

地生根、见行见效。 

聚焦理论学习，把握核心要义。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组织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

习研讨，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班，实现处级以上干

部培训全覆盖，推动党员干部学深悟透笃行。全面开展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旁听工作，组建 10 个理论学习中心组列席

旁听工作组，实现党委（党组）列席旁听全覆盖，扎实推进各党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度化、规范化开展，不断提升学习

质效。 

聚焦特色宣讲，学懂弄通做实。持续做细、做实、做精“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宣讲工作模式，精心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加强基层宣讲骨干培训，充分发挥 8 支宣讲队伍和红色宣讲团的

作用，开展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宣讲，既增强理论阐释的严

谨性，也增强事例引用的生动性，严谨与生动相辅相成，累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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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宣讲 2700 余场，受众 28 万余人，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进家到户、

入脑入心，持续增强理论普及的穿透率和到达率。同时深入挖掘

辖区内文化场馆等社会资源，持续打造各具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宣讲基地，不断擦亮“市南宣讲”品牌，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

作往实里走、往深里走，不断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聚焦主题宣传，营造宣介氛围。精心策划重大主题宣传，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通栏，在网

上网下统一开设“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专栏，发

布相关稿件 300 余篇，充分展示市南区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生动实践。积极参与“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重大主

题采访活动，开展“我们的新时代”主题宣传，唱响市南声音。

对接上级媒体，在《光明日报》客户端刊发《青岛市南：深入开

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在《人民日报》播发《山东青岛开展

“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激

发干事动能 激活发展潜能》。发挥原创生产能力，拍摄制作新

媒体产品《十年磨一剑 清风满市南》等 50 余个，通过多种媒体

平台向社会展示市南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精彩风貌。对接各

级各类媒体，在青岛新闻网、半岛网、《光明日报》客户端、大

众网、央视频等媒体发布相关稿件共计 1000 余篇，营造市南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良好氛围。 

（市南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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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讲给百姓听 

市北区多措并举传递党的二十大“好声音” 

 

市北区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聚焦宣讲队伍、宣传阵地及宣传内容等方面

多维发力，确保群众“有地听、喜欢听、随时听”，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市北落地生根。 

搭好“台子”接地气，扩大宣讲“覆盖面”。坚持以网格化

提升基层社区理论宣传阵地建设管理水平，高效利用全区 22 个

街道党校分校、22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3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将宣传阵地拓展至基层一线，搭在群众“家门口”。在率先

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作联席备课会的基础上，市

北区坚持“一街一品牌”，立足于“1+22+N”宣讲工作格局，

用好百姓宣讲团、22 个街道宣讲分团以及基层党组织书记宣讲

团、青年志愿宣讲团等多家行业特色百姓宣讲团分团，以发放调

查问卷、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民意、建立群众意向台账，向受众

提供量身定制的“宣讲课程表”。 

创新形式亮特色，提升基层“精气神”。着力改变“你说我

听”传统形式，推动“群众爱听什么讲什么”成为学习宣传党的

二十大精神新常态。市北区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与“百人千场”

系列宣讲活动相融合，采取主题讲座、书画作品展、学习强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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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理论+故事”“理论+文艺”“理论+网

络”方式，开展面对面、互动式、对象化、分众化宣讲，让宣讲

更具“思政味”“泥土味”“生活味”。截至目前已开展党的二

十大精神专题宣讲 1200 余场，受众 4.3 万余人次。 

用好融媒出精品，凸显时代“正能量”。为做好疫情防控常

态化条件下的理论宣讲工作，市北区将多种新媒体手段有机融入

宣讲，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为主线，推出“百姓云讲

堂”线上宣讲新阵地，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抖音、“爱

市北”APP 等受众广影响力大的新媒体，先后开设“喜迎二十大”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大时光”“庆祝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非凡十年”等 10 余个专题专栏，集中力

量制作推出一批网民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和网文等产品，创作播发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报道 600 余篇，让真理的“香”味充盈网络

空间，推动线上线下同步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市北区委宣传部） 

 

李沧区打响“理响李沧”宣讲品牌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讲得透、听得懂、记得住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来，李沧区统筹谋划，打响“理响李

沧”宣讲品牌，通过多层次、广覆盖的基层宣讲活动，让党的二

十大精神讲得透、听得懂、记得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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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走进群众。 

领导专家带头讲。统筹推进区委宣讲团成员宣讲，街道、区

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宣讲，基层党组织书记“领学诵读”

的“三级宣讲”，高标准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近 400 场。区

委区直机关工委、区委教育工委、区国有企业领导和监管委办公

室分别组建宣讲团，结合本领域本系统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集

中宣讲数百场。邀请市专家学者宣讲团赴我区宣讲，把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得深、悟得透。 

阵地宣讲强声势。充分发挥 129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7

个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800余支特色品牌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队伍“讲”的功能，挖掘培育 100名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骨干，整合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群众资源，形成强大宣讲声

势。在区文化馆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举行“新时代 新征程”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文艺宣讲，在李村街道北山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鲍秀兰爱心工作室党的二十大精神“微宣讲”，

通过文化活动、文艺演出、茶话会、板凳课堂等形式，灵活丰富

地开展阵地宣讲，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基层、落实落地。 

百姓宣讲接地气。紧密联系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

际，结合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例，用百姓熟悉的语言进行宣讲，推

动党的理论宣讲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在教育领域，面向学

校师生群体，组织“理响教体，爱塑未来”宣讲团、“党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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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团，开展灵活多样的常态化学习宣讲，让更多年轻人成为

“学”的主角、“讲”的主力、“听”的主体。在社区层面，开

展“一刻钟”微宣讲活动，利用“送学上门”“敲门行动”“一

对一服务”等机会，用群众熟悉的话语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

二十大精神说清楚、讲明白。 

网络宣讲广覆盖。在“家在李沧”客户端开设“理论阐释”

“权威报道”等栏目，及时集纳、转发相关报道 120 余篇。创新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形式，持续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有奖知

识答题活动，已有近 5000 人次参与答题。策划“主播带您读二

十大报告”系列短视频 6 期，通过新形式传播新思想。区融媒体

中心台、端、微开设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进行时”专栏，对市

委宣讲团来李沧宣讲及区内宣讲进行专题报道，总展现量已过百

万。积极协调上级主流媒体报道我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创新做

法、典型经验和鲜活事例 17 篇，切实提高宣讲宣传影响力。 

                                  （李沧区委宣传部） 

 

城阳区“点、线、面”融合 

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 

 

城阳区以“点”发力、以“线”延伸、以“面”覆盖，采取

领导干部示范领学、各级组织跟进深学、党员群众全面促学等多

形式，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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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发力，领导干部示范领学。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发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引领作用，积极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区委迅

速行动，密集举行系列会议和活动，出台相关方案和措施，迅速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采取集体

学习研讨、专题学习班、专题培训等形式，推动区级领导同志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成立区委宣讲团，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

集中宣讲，区委常委班子及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带头到基层单位、

联系点和所在支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带动各级领导干部开展

基层宣讲，把学习宣讲覆盖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干部。今年以

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 25次，对全区 3000余名

科级及以上干部进行系统培训，推动学习内容、任务落实到位。

全区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宣讲 3300 余次，受众 15 万余人次。 

以“线”延伸，各级组织跟进深学。抓实抓牢基层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建立健全“五巡”制度，成立八个工

作指导组，采取“固定+随机+应邀”的形式，全过程列席旁听基

层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严巡实听查问题。通过全

过程列席旁听、全链条巡查、全覆盖巡讲、全方位巡学、全参与

巡考，不断完善对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质效考核

评价，督促全区各基层党委（党组）理论学习走向深入。在全区

各级党组织中常态化开展“国旗下的微宣讲”，理论宣讲员在升

旗仪式后用三五分钟时间，联系工作实际谈启发、感悟和思考，



 

—9— 

引发群众情感认同和强烈共鸣。创新打造“城”心说百姓宣讲品

牌，在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学习强国“线下空间”等场所

开展“书记说”“青年说”“巾帼说”“老兵说”等特色宣讲，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入千家万户、走进群众心坎。 

以“面”覆盖，党员群众全面促学。利用爱城阳 APP、青岛

城阳发布等平台，开设多个专题专栏，及时报道区级领导、区委

宣讲团以及全区各街道各部门各单位学习宣讲动态。打造网上学

习课堂，制作“城”心说宣讲视频 30 余期，转发关于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综述报道、专家解读、评论文章等，不断深化党员干部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认识理解。加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

使用工作，在全区广泛开展“学习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线上答

题活动，打造全省首列“学习强国”有轨电车，设置“党的二十

大精神”“小细节大文明”“国学经典诵读”等专题学习卡片，

推动全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真正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 

（城阳区委宣传部） 

 

即墨区掀起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即墨全区上下采取多种形式，迅速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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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部署“带头学”。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第一时间传达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

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要求全面系统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全区上下广泛掀起学习热潮。组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讲团，全面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区委

宣讲团成员分赴各镇街、有关单位、企业、村庄、社区，以深入

浅出、主题鲜明的宣讲，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播撒在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心间。 

广泛宣传“全面学”。统筹利用区内媒体资源及各类新媒体

平台，掀起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热潮。《即墨新闻》、《新即墨》

报、综合广播《1017 早新闻》等区级媒体，持续刊发全区各镇

街、部门、单位学习情况和党员干部群众反响进行跟踪采访报道。

知即墨 APP、中国即墨网、即墨发布等区级新媒体联动全区各镇

街、部门新媒体平台开设专栏，及时转载《人民日报》、新华社

等中央媒体的有关新闻和评论文章。用镇村“村村响”小喇叭广

播工程，播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基层学习动态，营造出浓厚的学

习氛围。 

扎实推进“深入学”。全区各单位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主题，广泛组织开展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

图片征集、微电影展播等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开设“即

宣即讲”理论微宣讲，每周一期，邀请区宣讲团成员结合身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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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讲述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广泛宣传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即墨经济社会的发

展变化。举办“喜庆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即墨区“学习强国”

知识竞赛决赛，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在全区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学习氛围。 

（即墨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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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委宣传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市政协党组书记 

送：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区(市)党委书记、宣传部长，市委宣传部

副局级以上领导 

发：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政府国资委宣传

部，各区(市)党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机关各处室，市委讲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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