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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一论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有国家根本大法的与时俱进，才有各
项事业发展的基业长青。这是宪法发展的
基本规律，也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的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
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
法，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
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
规定。这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顶层
设计和制度安排，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必将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
宪法保障。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我国宪
法的发展历程也体现这样的特点。从
1982 年宪法公布施行后到本次宪法修改
前，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和发展，
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
人大先后 4 次对宪法作出修改。这些修
改，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有力推动和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实践表明，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
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
具有持久生命力。可以说，随着党领导人
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
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是我国宪法发展的
一个显著特点，
也是一条基本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
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
的指导地位，提出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
作
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次宪法修改，
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国家指导思想，对
于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国家各项事业、
各方面工作的指导作用，确保党和国家事

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意义重大而深
远。
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站在健全完
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作出了一系列
重大制度安排，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制
度、统一战线制度、宪法宣誓制度、国家主
席任期制度、国务院管理制度、地方立法制
度、
监察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些重大修改，
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充分体现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
的发展成果，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本次全国人
大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不仅让我们国
家的根本法紧跟新时代步伐，让治国安邦

聆听，
民主与法治协奏的时代乐章
——人大代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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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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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2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
员吴恒、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内司委委员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刘修文、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巡视员傅文杰就
“人大监督工作”
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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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创新推动中国制造
“品质革命”
——代表委员建言中国制造“创新策”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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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良法 促发展 谋善治

的总章程更加完善发展，让党和人民意志
得到更加集中的体现，更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 法 者 ，天 下 之 程 式 也 ，万 事 之 仪 表
也”。翻开新修订的宪法，
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
总
体布局、战略布局鼓舞人心，未来中国的发
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
政
治保证等清晰鲜明。以这次修改宪法为起
点，
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
作用，我们必将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团结凝聚最广
大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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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做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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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记者 张辛
欣 史竞男 吴文诩）
“我国每年集成电路
及电子元器件进口额超过 5000 亿美元，超
过原油进口。仅芯片一项就有约 2400 亿
美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董事长芮晓武的发言在两会期间引
发关注。
一 些 代 表 委 员 认 为 ，迈 向 高 质 量 发
展，中国制造必须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用
创新推动
“品质革命”
。
核心技术，
就是发展潜力。
全国政协委员、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
奚国华说，单纯依靠承接、模仿和复制国
外先进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
济发展的时期已过去，对自主创新的要求
越来越高，技术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
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创新是活下来的法宝，也是唯一路
径。”全国人大代表、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
生说，一些高端制造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
争和较高技术壁垒，前期资金投入巨大，
很难较快见到回报。但越是困难，越要坚
定创新。
“这是中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车的机
会。”李东生说，以显示屏为例，即便在困
难时期，TCL 依旧坚持每年的研发投入占
销售收入的 4%以上。得益于提前布局，
TCL 在柔性显示、印刷显示等下一代显示
技术上处于国际一流水平，成为产业领跑
者。
不只是核心技术，基础工艺、材料的
创新也为中国制造奠定
“起飞”条件。
全国人大代表、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成都分公司涂装车间西区面漆工段操作
技工黄波对此深有感触。
“一个轴承、一颗
螺丝钉都决定着装备的质量和生命力。不
论是锻造技术还是安装工艺，都要在实践
中不断摸索创新，
为产品提升价值。
”
他说。
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保护生产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
阎晓宏说，知识产权是培育创新的沃土。
随着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兴起，更要
将知识产权意识深入人心，成为创新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
保护知识产权还意味着将其进一步成
果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
长徐晓兰建议，
通过构建政策扶持、
保险配
套等体系，
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形成有
效供给，
为制造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释放创新活力。
“归根结底还是要让市场环境更好，
竞争更充分，这样企业的实力才会增强。”
李东生认为，创新的前提是充分市场化，
要让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并承担主要责
任。
代表委员认为，近年来的减税降费力
度大，政府办事效率提高，措施实在，给制
造业帮助很大。建议加快制度层面和生
产要素层面的改革，加大力度保护企业家
的产权和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家
“宽心”和“松绑”。同时，为创新营造宽松
的社会环境，
建立起完善的容错机制。

本报社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716号B楼 邮政编码：
200135 总机：
021-68540066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
3101520080003 浦东时报社南汇工作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北门大街58号 邮政编码：
201300 电话：
021-58000312 印刷：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