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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编辑 曾鸣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本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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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此次宪法修改的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我省各地干部群众持续
展开深入的学习。

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表示，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
择，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增加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根本性、全面性和时代性，具
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不
断创造新辉煌的“根”和“魂”，更是新蔡
县砥砺奋进，实现跨越发展的不竭动
力。泌阳县盘古乡党委书记李婉玉说：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起奋进新时代、
筑梦新征程的磅礴力量，让乡亲们的生

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
“实践充分证明，通过修改宪法及

时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国家指导思
想，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
的高度统一，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至
关重要。这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成
功经验。”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济源供
电公司总经理李国立说，此次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
法，意义非同寻常。“济源市的生态文明
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绿色济源的发展
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引。”

新修改的宪法增加了“倡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这让临颍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李艳华倍感振奋。“核心
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核，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宪法，体现了德
法并举的治国理念，反映了党和人民的

共同意志。”李艳华说，今年，临颍县将
深化“践行价值观、文明我先行”等活
动，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影有
形、见人见物，让人民群众更有素养、社
会更加和谐。

鹤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马锁文
表示，宪法修正案高票表决通过，赋予
了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必将推动反腐
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赖。鹤壁市
纪检监察系统衷心拥护并坚决支持宪
法修改，自觉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
法的权威地位，规范监察权行使，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扶沟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察
委主任常青说，这次修宪确立了监察
委员会的宪法地位，让“人民监督权
力”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天下之事，不

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作为基层
纪委书记和监察委主任，要切实履行好
宪法赋予的职责，在推动深度融合、探
索纪法衔接、强化自我监督上出实招、
下实功、求实效，全面打通监察监督“最
后一公里”。

河南信念集团董事长叶传林不仅
自己学，还把宪法修改的新精神带给了
卢氏县承包蔬菜大棚的贫困户。他充
满信心地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宪法，党的好政
策不会变，大家都吃下一颗定心丸。
习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
得加油干，还要带着贫困户拧成一股
绳地干，相信脱贫致富的日子会很快
来到，好日子还在后头呢！”③6

（本报记者 杨晓东 张海涛 成利
军 郭海方 郭戈 赵春喜 王小萍 采访
整理）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

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

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

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表

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一结果，充分

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

民意志的有机统一，对推动宪法与时俱

进、完善发展，在新时代发挥“治国安邦

总章程”的根本性作用，对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广泛动员和组织全国各

族人民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而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宪法乃九鼎重器。此次宪法修改，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

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整个

修改过程，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充分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严格遵

循宪法修改的法定程序，是一次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次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重大创新，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坚定信念。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

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捍

卫宪法和法律尊严，同时，宪法也要为

坚持党的领导提供有力法治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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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的指导地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

宪法总纲第一条，必将进一步在全体人

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把党的领导落

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

道向前推进。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领

导人民治理国家，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

实现当家作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具体

地、现实地体现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

面。无论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充分体

现人民意志的宪法修改过程，还是党的

领导、人大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地方立

法制度、监察制度等宪法修正案制度设

计，都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反映了我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为

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更

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此

次宪法修改，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要求，注重从政治上、大局

上、战略上观察处理问题，注重从宪法

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解

决问题，维护宪法权威性，是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宪法修正案充

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

推进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的重大成

果，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

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了宪法与时俱

进、完善发展，促进全面依法治国迈出

坚实步伐。

从我国法治的发展进程来看，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是贯穿始终的一条指导方针。

深刻领会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更好发

挥宪法国家根本法作用，我们就能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更

好发挥出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
电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改
革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
局长王军3月13日在人民大会
堂“部长通道”上说，税务部门
将做好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税
收征管法的配合工作。

王军说，今年还将做好个
人所得税征管信息化和其他系
列准备工作，以及相关纳税人
服务和培训工作。

王军说，税务总局和各级

税务部门正在连续第 5年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进一步
实施改善税收营商环境、深化
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系列
举措，更好地解决纳税人堵点、
痛点、难点问题。

此外，5年来，税务部门办
税时间压缩 50%，该项指标在
全球排名提升了59位；税务系
统窗口单位获得全国文明单位
的数量由 551 个增加到 1064
个。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
电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3
月 13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
道”上说，“国进民退”的说法，
既不正确，也不符合实际。

肖亚庆在接受采访时说，
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看，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种所
有制企业都获得很大发展，都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回答有关东北地区国有

企业改革的提问时，肖亚庆表
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
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近年来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与措
施。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推
进力度很大，效果也是明显的。

他表示，与其他改革一样，
东北国企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还
面临着结构调整、战略重组以及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的任务，需要
一个过程，需要各方大力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
电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3
月 13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
道”上说，给贫困县、贫困村和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更多帮扶这个
原则不能动摇，还要继续坚持。

刘永富说，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是经过严格标准和程序识
别出来的，瞄准贫困县、贫困
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帮
扶也是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的内

在要求。
“这么多帮扶资源怎样发

挥更好的作用，是我们工作中
需要关注的问题。”刘永富表
示，对贫困人口不仅要强调外
部帮扶，也要扶贫和扶志相结
合，激发内生动力，鼓励贫困人
口勤劳致富。下一步，要继续
在这方面做统筹协调，综合平
衡的工作，避免出现过大差距，
防止影响社会公平。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有关法律的规定，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
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
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
建设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飞
副主任委员 沈春耀 江必新 丛斌 徐辉 胡可明 刘季幸 周光权
委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志刚 王俊峰 闫傲霜（女） 许安标 孙宪忠 吴浩 张荣顺 张
勇 郑淑娜（女）钟志明 柴绍良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主任委员 徐绍史
副主任委员 刘源 张毅 尹中卿 熊群力 谢经荣 乌日图（蒙古族）

刘新华（回族）郭庆平
委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力 王东京 吕薇（女）朱明春 庄毓敏（女）刘修文 孙宝厚 汪
康 欧阳昌琼 周松和 徐如俊 骞芳莉（女）蔡玲（女）蔡继明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二论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坚定不移跟党走 砥砺奋进新时代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
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2018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18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共19名）

本报讯（记者 尚杰 柯杨 孙欣）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
于实施。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的河南团代表表示，要以宪法修正案
高票通过为新起点，自觉恪守宪法原
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坚持
不懈地抓好宪法实施，把宪法的规定、
原则和精神真正落到实处。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校长高新才说，宪法修改既是时代所
趋、发展所需，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生动实
践。高等教育工作者要积极主动维护
宪法的权威地位，始终做宪法的忠实崇

尚者、坚定捍卫者、自觉遵守者、积极宣
传者，为提升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水平
发挥更大作用。

“宪法修正案高票顺利通过，充分证
明是党心民心所向、时代大势所趋。”全
国人大代表、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说，作
为一名民营企业家，要做爱国敬业、守法
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表率和践行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典范，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民营企业家的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开封书画院院长陈
国桢表示，宪法修改对于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要做新时代的“红色
文艺轻骑兵”，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
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泛开展宪法学习
和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做宪法
的崇尚者和遵守者，共同致力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带头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并引导学生了解掌握宪法内容、树立
法治观念，是教师的职责所在。”全国人大
代表、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小学教师沙宝
琴建议，各级各类学校要推行宪法进校
园、进课堂，在师生中树立尊崇宪法权威、
信仰宪法理念、捍卫宪法尊严的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宋华平
说，宪法修改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的指导地位，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体
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
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要牢固树立法治思
维，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坚实的宪法保
障。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要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不
断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
法，为中原更加出彩夯实法治保障，汇
聚磅礴力量。③7

我省代表委员热议宪法修正案通过

始终做宪法的捍卫者遵守者宣传者

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2018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共23名）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鼓励贫困人口勤劳致富

两会部长通道部长通道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对东北国企改革充满信心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为修订个税法做好配套工作

我省各地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宪法修正案

（上接第一版）我们一定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上来，认真学习贯彻监察
法，确保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制
度创新落到实处，为夺取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的体
制和法治保障。

任正晓、徐济超、汪中山、孙
运锋、宁雅秋、丁福浩等代表一
一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
大政治体制改革。制定监察法
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
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
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
将为新时代反腐败工作开创新
局面提供重要的政治和法治保
障。③7

河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审议监察法草案

（上接第一版）制定国家监察法是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
署的重大举措，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
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优化了国务
院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理顺了职责关
系。通过改革，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符合
实际、科学合理、更有效率，必将为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的各项任务提供有
力组织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
改平说，国家监察法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
理念新举措新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保
障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专职
副主委花亚伟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适
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③5

住豫全国政协委员讨论国家监察法
草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