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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1 日高票表决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代表委员和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以宪法修改为契机，把实施宪法摆在新
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宪法
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
制度保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坚强的宪法保障。

把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真正落到

实处

“宪法与时俱进，人民衷心拥护！”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研究员冯军代表回忆起万人大礼堂内，宪法修正案获得
表决通过的历史性一刻，仍然激动不已：“把党和人民在
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
写入宪法，有力夯实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制度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
进表示，修宪工作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次生动实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就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为
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提供更加完善的宪法依据，有力推
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这次宪法修改所涵盖的涉及党的领导、统一战线、

监察委员会等内容，都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兴
旺发达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
明安说，要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把宪法的规定、
原则和精神落到实处。

推动宪法实施，政法机关争做排头兵、勇当先行者。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代表表示，作为国家审判

机关，保障宪法实施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通
过公正司法，确保宪法得到有效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
和权威。

“政法机关要做好表率，严格按照宪法法律履行职
责，坚决同违反宪法的行为作斗争。”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张本才代表说，要以实际行动自觉做宪法信
仰的崇尚者、宪法权威的捍卫者、宪法实施的推动者。

为宪法实施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
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
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亲身经历宪法宣誓，庄严的仪式感让吉林省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州长金寿浩代表至今难忘。“宪法宣誓制
度写入宪法，这是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的重要
举措和制度安排。”金寿浩说，“通过宣誓这种制度安
排，使宣誓过程具有强烈的仪式感，体现宪法的庄严
性，促进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
履行宪法使命，培养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进一步依
宪履职。”

“领导干部是依宪执政的‘关键少数’。”辽宁
省凤城市政协副主席陈德委员表示，确保领导干部依
法履职，宪法权威才能树立。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
上率下，坚决维护宪法权威，依宪治国向前推进的步
伐就能大大加快。

代表委员们表示，捍卫宪法尊严，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在新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在法治中国，没有特殊公
民，任何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有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党的十九大对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提出了新要求，这次修改宪法，将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就是落实十九大要求的

具体举措。通过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全国人大的宪法
法律监督，推动宪法准确实施。

宪法是根本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居于统领地位。河南省开封市副市长郑中华表示，在制
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必
须绷紧宪法这根弦，不得与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相
违背。通过宪法监督、宪法宣誓、宪法解释等一系列制
度安排，为宪法实施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使法治中国
建设行稳致远。

以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为契机推进依

法治国迈上新高度

代表委员和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宪法修正案
通过为契机，加强宪法学习和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
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
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把全面依法治
国推向新高度。

“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的又一次完善升
华，让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委书记刘俊文说，“我们要认真学
习和宣传宪法，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人心，并将之转化为脱贫奔小康的强大思想武
器，促进思想脱贫和精神脱贫。”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
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上海市民方进是多年的环保志愿者。当看到贯彻
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修正案，方进高兴地说：“宪法修
改与时俱进，保障人民群众幸福生活。希望全社会尊崇
和执行宪法，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让水更清、草
更绿、城市更美好。”

“作为一名法学专业学生，不仅自己要知宪、守宪，
还要积极加入到宪法宣传队伍之中，弘扬宪法精神，提
高全社会宪法意识，在全社会树立宪法理念。”中国政
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学生郭恩江说。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宪法修正案表决通过是全面
依法治国的生动注脚，要以修改后的宪法为最高行为
准则，更加自觉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让宪法的阳光洒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历史的画卷，总在砥砺前行中徐徐展开。
民主与法治的协奏，谱写新时代人大工作的

华章。
回顾过去，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使命更

加光荣。出席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围绕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认真审议、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
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全面开创人大工作
新局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
重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履职、勇于担
当、继承创新，继续充分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优
势，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位代表对
新一届人大工作寄予厚望。

立良法 促发展 谋善治

回眸过去 5 年，这样一张立法成绩单令人欣
慰：制定法律 25 部，修改法律 127 件次，通过有关
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46 件，作出法律解释
9 件……

“立法数量多、分量重、节奏快、质量高，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
善。”一直关注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玺玉说。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5 年间，推进宪法修改，
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制定国歌
法……一系列保证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

相继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
义法等，实现了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诸多“零的突
破”。王玺玉说，这些法律的制定既要保持政治定
力又要把握时机，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

立法关乎人民利益。5 年来，十二届全国人大
围绕群众关切，突出民生领域立法。

经过三次审议、反复推敲，2017年 3月 15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诞生，翻开了民法典编纂的
历史性一页。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说：“民法总则集中
反映中国特色、体现人民意愿、镌刻着时代烙印。”

从全面修订环保法、食品安全法到相继修改
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全国人大代表金
振吉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法
律不可缺位。”

立法关照时代命题。改革，正是这 5 年最重大
的命题之一。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表示，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和在全国各地推开的决定，为改
革有序进行提供了法律支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等一批重大改革中，21 件改革
授权决定保证了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有机对接，
确保了中央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欲立良法，必循其道。
“慈善法就是一个开门立法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高明芹说，通过充分发挥

立法机关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作用，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等
新举措，充分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立法质量更高。

强监督 解民忧 显实效

“垃圾围城困境如何破解？”“假冒伪劣何以屡禁不绝？”“货车超载重大安全
隐患如何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针见血”当面发问，反映人民心声；国务院负责同志
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场，坦诚应答。

像这样选择一个执法检查报告或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询问，是近年来全
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一大亮点。

5 年来，共计 155 人次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质询。“一问一答”中，民生痛点更
清晰、政策措施更具体、监督作用更有力。

作为人大监督的法定形式和重要途径，执法检查方式方法不断创新，探索形
成选题、组织、报告、审议、整改、反馈 6 个环节的“全链条”工作流程。

先后参加过网络安全法、义务教育法等多次执法检查的全国人大代表黄艳
深有体会：“近年来执法检查问题意识强，紧密围绕食品药品安全、教育、环境等
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推动了人民生产生活的改善。”

“连续 5 年重点督办代表关于脱贫攻坚的建议共 127 件……”报告中，让河
南省扶贫办主任史秉锐代表印象最深的，是人大跟踪监督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他告诉记者，人大监督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不是“一问了之”而是对问题“一
追到底”，对于监督政府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很有效。

小组会间隙，全国人大代表余梅和几位代表围坐一起，热烈交流自己的理
解：“正确监督，要敢监督又善监督，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有效监督关键
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着力点。”

拓展代表工作 激发制度活力

今年参加第一次小组讨论时，代表桌上多了一个存放资料的优盘，这让连任
全国人大代表的蔡学恩既惊喜又激动。

“去年财政部征求意见，我提出每年两会阅读预决算报告相关材料不够充
分，代表很难短时间消化大量信息，建议去掉涉密部分，以电子化形式提前给代
表阅览。”蔡学恩说，这个优盘，正是让他的建议变成现实。

经过 60 余年历史检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终葆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
性，关键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

“大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是深化和拓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然要
求。”南昌航空大学校长罗胜联代表说。

5 年来，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 2366 件议案、41353 件建议。数据背
后，议案和建议的办理实效切实增强。

“议案建议不是走过场，而是件件有答复、有着落、有效果，这激发了大家履
职尽责的积极性。”巴彦淖尔市市长张晓兵代表说，去年全国两会内蒙古代表团
提交了一项“改盐增草兴牧工程”的建议，如今前期工程已经启动了。

索曙辉代表颇有感触地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常和我通电话、写信，问
我和旗里百姓的工作生活。”为密切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建立了委员
长会议组成人员和常委会委员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用索曙辉的话说，打个
电话不难，难的是始终保持联系，体现了对代表权利的尊重、对人民的尊重。

报告说，为拓宽代表参与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渠道，5 年间有 1500 人次
参加执法检查、1600 人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回忆起两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经历，蔡学恩依然十分感慨。“列席
当天，会议正在讨论一个我很关注的法律问题，现场不仅允许我发言，提的建议
还得到了肯定。”

蔡学恩说，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名基层人大代表，两次列席让我直观感
受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推动依法治国的制度优越性。

涓流汇海，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力量，呼唤最广泛的民主参与。在这里，
制度的平台让人们“能干事，干成事，干好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已经开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未来
更加辉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使命更加光荣。代表们表示，在坚持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向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新时代的
人大工作与深化依法治国的实践，将继续演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时
代乐章。 (记者：荣启涵、甘泉、梁建强、王博、张紫赟、邬慧颖、郭敬丹、
袁军宝、王靖、孟含琪)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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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发改委、环保部和扶贫办的同志都在这里，
我就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提点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磨长英委员开门见山。

在 12 日上午的工商联界别分组讨论会现场，政协委
员们围绕“如何发挥好民营企业在打好三大攻坚战中的
作用”纷纷建言。扶贫成为这场“诸葛会”的核心话题。

磨长英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那里一个贫困村做电
商，县政府一月给 5000 元物流补贴，几十个贫困村里
上百户建档立卡农户通过卖农产品得到真金白银。

“现在电商扶贫优惠政策大多给了工业品下行，但
农产品卖到城里比较困难，对于贫困地区，要多在上行
物流的补贴上下功夫。”磨长英呼吁，贫困地区的补贴
一定要补在实处。

磨长英的发言，引发了不少委员的共鸣，现场部
委有关负责人也频频点头。

“青海个别贫困户存在‘等靠要’现象。”来自
青海的李青委员说，刚才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说来自农
村，应该让他们把这种精神和事迹讲给贫困地区的后
代听。也希望国家有关部门给民营企业以鼓励和激
励，让他们自觉自愿投入到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中
来。

脱贫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我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农村为什么穷的原因很

清楚。”福建正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欧宗荣委
员坦言，“很多村民赚了一点钱，就想着盖房子，没
几个人花在教育上，大家都在比谁家的楼高。”

欧宗荣的观点得到了月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
佐宏委员的认同。他说：“穷的根源还是因为思想保
守落后，扶贫光靠帮扶给钱没有用，还要在文化和思
想上多加强引导。”

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董事长安庭委员说，
我认为在深度贫困地区，要将文化扶贫放在与其他重
要举措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只有牢固树立价值体
系、认知体系，才能解决‘观念之贫’的根本性问
题。”

“这些问题都很有针对性，我们回去将认真研
究，为推进相关工作提供参考。”讨论会结束后，来
自发改委、扶贫办等的有关负责人如此表示。

(记者于佳欣)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政协委员的一场脱贫攻坚“诸葛会”

左图：全国人大代表杨昌芹认为，帮扶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必须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和当地特色资源。

新华社记者刘金海摄
右图：在贵州省黎平县一家手工银饰店，侗族绣娘丁明焕在摆放创意刺绣银项圈等饰品（2 月 6 日摄）。当地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鼓励和扶持当地绣娘、手工艺人把民族刺绣、银饰等设计成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商品，带动
群众致富增收。 新华社发（杨代富摄）

少数民族地区脱贫

必须深挖特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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