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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文件 
 

桂文旅办发〔2020〕34 号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全区农村党员文化和旅游业务培训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根据自治区基层组织建设协调领导小组、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关于做好 2020 年农村党员大培训工作的通知》（桂组通字

〔2020〕23 号）要求，为切实做好全区农村党员文化和旅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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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业务培训工作，我厅制定了《2020 年全区农村党员文化和旅

游业务培训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请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于 2020年 5月 15日前将本

市的实施方案（含经费预算）报送我厅人事处。联系人：叶平，

联系电话：0771-5660359。 

特此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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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区农村党员文化和旅游业务培训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基层组织建设协调领导小组、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关于做好 2020 年农村党员大培训工作的通知》（桂组通

字〔2020〕23号）精神，抓实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

看”和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通过对农村党

员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文化富民、乡风文明建设的专题培训，提

升基层党员干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基层综合治理的素质能

力，结合我区文化和旅游脱贫攻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任务 

（一）开展全区农村党员乡村旅游经营专题培训 1万人，其

中示范培训 1400 人（详见附件 1）。 

（二）开展全区农村党员文化富民专题培训 1万人，其中示

范培训 1400 人（详见附件 2）。 

（三）开展全区农村党员乡风文明建设专题培训 1万人，其

中示范培训 1400 人（详见附件 3）。 

二、培训对象 

（一）全区农村党员乡村旅游经营专题培训对象：“农家乐”、

生态农庄、家庭农场主、乡村旅游等党员从业者，村“两委”干部

等。原则上优先安排深度贫困县、极度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学员参



— 4 — 

 

训。 

（二）全区农村党员文化富民专题培训对象：农村民间艺人、

文艺能人，村“两委”干部等。原则上优先安排深度贫困县、极度

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学员参训。 

（三）全区农村党员乡风文明建设专题培训对象：农村宣传

员、党员中心户，村“两委”干部等。原则上优先安排深度贫困县、

极度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学员参训。 

三、培训时间 

从 2020 年 5 月开始，到 2020 年 11 月底完成培训任务。示

范培训班每期培训时间为 5 天。 

各地要充分研判疫情防控形势，科学确定集中培训和集体学

习的开展时间，并在集中培训和集体学习过程中切实落实好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 

四、培训方式 

紧扣农村党员的工学特点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改进和

优化培训方式，灵活采用网络视频教学、微型课堂、分散自学、

送教下乡、室外现场教学等方式开展培训，严控培训规模和培训

时长。可借助相关部门网络平台，开发网络课程，开展线上教学。 

五、培训内容 

（一）开展农村党员党性教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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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精神为主要学习内容，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和加强“三农”工作、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方面的重要论述为学习重点，统筹开展党性教育专题培训。针对

农村党员干部举办的专题专项培训班，时间超过 1天的，应当安

排党性教育课程；时间超过 3 天的，党性教育课程一般不少于 4

学时。 

（二）开展乡村旅游经营专题培训。以休闲经济、观光农业、

健康养生、生态开发与保护、旅游经营管理等为主要内容，促进

乡村旅游业发展，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三）开展农村文化富民专题培训。以传承发展农村优秀文

艺、传统曲艺、非遗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为主要内容，提

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 

（四）开展乡风文明建设专题培训。以加强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要内

容，推进移风易俗。 

六、组织实施 

（一）分类培训，分级负责。本年度的农村党员文化和旅游

业务培训分为示范培训和面上培训两类。请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按照下达的任务指标逐项落实。 

（二）切实抓好示范培训工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已在

2020年自治区公共文化项目资金中安排了村“ 两委”干部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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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经费下达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不足部分由各级文

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市要认真做好学员的调训工作，

抓好各项培训任务落实。 

（三）加强资源统筹。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

自治区压减一般性支出的有关精神，做好本地党员培训工作的统

筹安排，整合培训项目、经费，可联合有关部门实施培训，分设

专题课程，避免重复培训、多头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各市示

范班学员名单应商市级党委组织部确定。 

（四）强化督促指导。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

对农村党员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培训

承办单位要加强学风建设，严格教学管理，及时向学员所在乡镇

党委反馈参训情况，并加强教学效果评估和后续跟踪服务。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将适时开展督促检查，协调解决问题，推广经验

做法，推进任务落实。 

（五）做好总结评估。2020年是《2016-2020年广西农村党

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实施工作的收官之年。各市文化和旅游行

政管理部门要对规划贯彻落实情况特别是专题专项培训开展情

况及成效（包括培训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进行全面自查评

估，并于2020年11月30日前将自评报告（含2020年培训工作开展

情况，此项单列），连同2020年农村党员文化和旅游业务培训工

作资料一并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人事处。联系人：叶平，联系



— 7 — 
 

电话：0771-5660359，电子邮箱：wltrsc@126.com。  

 

附件：1.2020 年全区农村党员乡村旅游经营专题培训任务 

        分解表 

    2.2020年全区农村党员文化富民专题培训任务分解表 

    3.2020 年全区农村党员乡风文明建设专题培训任务 

     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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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全区农村党员乡村旅游经营专题培训任务分解表 

自治区/设区市 示范培训人数（人） 面上培训人数合计（人）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280 700  

南宁市 100 800  

柳州市 80 700  

桂林市 120 1000  

梧州市 40 300  

北海市 60 500  

防城港市 40 300  

钦州市 80 700  

贵港市 80 700  

玉林市 100 800  

百色市 120 1000  

贺州市 60 500  

河池市 120 1000  

来宾市 60 500  

崇左市 60 500  

合计（人） 1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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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全区农村党员文化富民专题培训任务分解表 

自治区/设区市 示范培训人数（人） 面上培训人数合计（人）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280 700  

南宁市 100 800  

柳州市 80 700  

桂林市 120 1000  

梧州市 40 300  

北海市 60 500  

防城港市 40 300  

钦州市 80 700  

贵港市 80 700  

玉林市 100 800  

百色市 120 1000  

贺州市 60 500  

河池市 120 1000  

来宾市 60 500  

崇左市 60 500  

合计（人） 1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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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全区农村党员乡风文明建设专题培训任务分解表 

 

信息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0 年 5月 8日印发 

 

自治区/设区市 示范培训人数（人） 面上培训人数合计（人）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 

280 700  

南宁市 100 800  

柳州市 80 700  

桂林市 120 1000  

梧州市 40 300  

北海市 60 500  

防城港市 40 300  

钦州市 80 700  

贵港市 80 700  

玉林市 100 800  

百色市 120 1000  

贺州市 60 500  

河池市 120 1000  

来宾市 60 500  

崇左市 60 500  

合计（人） 1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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