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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03聚焦全国人大履职·盘点

“履新”第一年就“跑”得飞快
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出一年“成绩单”：制定法律9件，修改法律47件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全国两会召开
在即，即日起，大河报推出聚焦全国人大常委会系列报道，今日推出第一篇，聚焦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新”第一年，交出怎样“成绩单”。

【延伸1】
两次加开的常委会会议，
为了这两件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惯例每两个月开一次，但根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为适应工作需要，
常委会可增加专门会议。

去年7月份，加开了第一次常委会，目的是以实
际行动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贯彻党中央关于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人大力量。

今年1月份，加开了第二次常委会，为的是再次
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并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审议。制定外商投资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
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加快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
法律”。

【延伸2】
首次审议国有资产报告，
建国后第一次摸清国有资产“家底”

除了立法，常委会还有法律监督等众多职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调研室主任张永志介

绍，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同时
审议了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摸
清国有资产“家底”，推动规范和改进了国有资产管
理，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使国有资产更好服务发
展、造福人民。

【延伸3】
首次对“两高”专题询问，
聚焦“执行难”

专题询问在人大监督工作中有独特作用。全国
人大监察司法委司法室主任李寿伟介绍，主要领导
到现场，面对面提问，当场回答，像是一种“考试”，去
年，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审议“两
高”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
工作情况的报告，对“两高”工作开展专题询问，这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既是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支持和保障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
一项具体举措，也是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一次积
极探索和实践创新。

胜利公安分局查处
两处“黑加油站点”

濮阳公安局胜利分
局按照市局部署，开展
黑加油站和流动加油车
整治行动，查处两处“黑
加油站点”并予以取
缔。1月 20日，该分局
民警在一出租房屋院
内，查获一辆箱式货车，
加油机一台，当场抓获
违法行为人郭某。1月
21日，该分局民警在马
夹河南段路东排查时，发
现一黑加油站点，随后通
知相关部门到现场处置。

胜利公安分局举办
专题法制讲座

为提高民警执法业务
水平和办案能力，解决执
法办案过程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推进分局法制规范
化建设，近日，濮阳公安局
胜利分局举办专题法制讲
座，除值班外的全体民警
都听取了专题讲座，就当
前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结合法律法规，法制民
警重点做了讲解。通过此
培训，使大家树立正确执
法理念，改进执法方式，推
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濮阳胜利公安分局
胜利公安深入企业
开展走访活动

为深入开展政法机关
领导干部联系服务民营企
业活动，濮阳公安局胜利
分局班子成员到辖区企业
走访座谈并送去联系企业
公告牌。在走访过程中，
该分局班子成员在深入了
解企业发展的情况后，认
真询问企业在建设发展过
程中需要公安机关解决的
困难，并重点就公安机关
工作成效、工作作风、队伍
建设等内容征求了企业负
责人的意见建议。

“三个从严”措施
规范内务管理

为提高民警条令意
识和守纪意识，规范警容
警姿，加强队伍正规化管
理，濮阳公安局胜利分局
采取“三个从严”措施规
范内务管理。一是从严
规范警容风纪，提高民警
的纪律作风心态。二是
从严规范日常养成，培养
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公安
民警良好形象。三是从
严规范队伍作风，培养良
好行为准则，激发民警遵
规守纪自觉性。

胜利公安对辖区沿街
商铺开展消防宣传

为提高辖区商铺业
主的消防安全意识，让广
大群众认识消防、了解消
防、支持消防、参与消防，
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
境，近日，濮阳市公安局
胜利分局组织社区民警
深入辖区街道，对沿街商
铺开展消防宣传，帮助商
铺查找火灾隐患。此次
活动，走访商铺1300余
家，发放消防资料 15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近
350余人次，深受好评。

胜利公安
抓获一名扒窃嫌疑人

为加强辖区治理工作，
濮阳公安局胜利分局持续
发力，再次抓获一名扒窃犯
罪嫌疑人。2018年12月
31日，该分局接到群众报
案称其逛完街准备回家时
发现手机被盗了。接警后，
值班民警迅速赶往案发现
场，经视频追踪锁定犯罪嫌
疑人，在濮阳县红旗路某小
区将犯罪嫌疑人晁某某抓
获，其同伙马某某在逃。经
过不懈努力，1月28日，将
马某某抓获归案。

【立法】

“履新”第一年，
创了历届常委会之最

“分量重、难度大、节奏
快”，这是2018年年初，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相关负
责人总结上一年立法特点时，
用到的3个词。近日，大河报记
者再度前往北京，针对媒体们
关心的2018年立法特点，法工
委研究室相关负责人用“分量
更重、节奏更快、力度更大、要
求更高”4个词来形容。

几个简单的“更”字，背后
却是一连串的立法工作的辛劳
和改革成果的巩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
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介绍，去
年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因此，常
委会对立法工作作出安排部
署，提出一类项目和二类项目
共计116件。其中，条件比较成
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一类
项目69件；需要抓紧工作、条
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二类项目
47件，立法任务十分繁重。

为如期完成规划，“履新”
第一年就“跑”得飞快，记者采
访了解到，2018年，十三届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宪
法修正案1件，制定法律9件，
修改法律47件次，通过有关法
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13
件，正在审议的法律案11件，
是历届常委会履职第一年审议
通过法律案数量最多的一年。

节奏快，立法质量如何保
证？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节
奏快和保证立法质量并不矛
盾。节奏快是工作力度要求，但
立法有一套健全的制度机制和
严格的程序规范，，必须按照程
序来推进，立法的每一步都要
走到，每一个环节都要走到，节
奏快并不会省掉其中的某个程
序和环节。

【内容】

个税法修改、民法典
等民生热点多

一连串的数字背后，具体
都包括哪些法律？

据介绍，2018年 3月，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宪法修正案、制定监察法，随
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加
快立法步伐，审议、通过一批重
要立法项目，包括新制定人民
陪审员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电
子商务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国
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消防救援
衔条例、耕地占用税法、车辆购
置税法8件法律；修改个人所
得税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
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公
务员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公司
法等47件次法律；审议外商投
资法草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证券法修订草案、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疫苗管
理法草案、资源税法草案、药品
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两官法”
修订草案、专利法修正案草案、
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修正草案等。

关注立法工作的读者知
道，法律草案会在中国人大网
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去年，哪
些法律草案最受关注？从征求
意见的数量中，可以看出一
二。据介绍，截至2018年 12
月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结束，
2018年共有23件法律草案在
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其
中，关注度较高的是民法典各
分编草案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
案草案。

其中，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共有 111208 人提出 440491
条意见；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
案 草 案 共 有 67291 人 提 出
131207条意见。

【看点】

不仅外卖可“打包”，
修改法律也可以

值得一提的是，修改的47
件次法律中，有32部都是通过

“打包”修改的形式进行，效率
杠杠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
会法室主任郭林茂介绍，“打
包”修改是立法形式的一种创
新，近年来得到广泛运用。“打
包”修改有利于节约立法资源、
提高立法效率，有利于在一些
改革急需的领域实现立法先
行、改革于法有据。继2017年
10月承担会计法等11部法律
的“打包”修改任务后，社会法
室 2018 年连续两次承担“打
包”修改工作。

第一次是修改野生动物保
护法等15部法律，这次修改，
主要是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
署，对上述相关法律中涉及的
有关部门职责调整以及主管部
门名称变化的规定作了相应修
改。

第二次是修改产品质量法
等 17 部法律。这 17 部法律
中，与机构改革有关的法律有
5部，与“放管服”改革有关的
法律有4部，与前两者都有关
的法律有7部，另外还包括为
推行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合并实施试点成功经验而修改
社会保险法。

郭林茂介绍，长期以来，
“打包”修改工作容易被大家忽
视，看似轻松、实则不然。有的
法律修改尽管只涉及个别条
文，甚至个别几个字，但每一处
修改都关系到中央改革决策部
署的落实；对待每一处修改都
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确保不
出任何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