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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

法治”；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十三条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

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

设、改革过程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

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

第三十四条 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

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

续加强。”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第三十五条 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

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

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

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

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

“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十六条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

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

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

第三十七条 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

它负责，受它监督。”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三十八条 宪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国家保障

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

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修改为：“国家保障各

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

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第三十九条 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

公德”。

第四十条 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

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

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四十一条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七）

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七项至第十五项相

应改为第八项至第十六项。

第四十二条 宪法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中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

“（四）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四项、第五项相应

改为第五项、第六项。

第四十三条 宪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

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的职务。”

第四十四条 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监

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六）监督国务院、中央

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一项

“（十一）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

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项至第二十一

项相应改为第十二项至第二十二项。

第四十五条 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四十六条 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

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

乡建设”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第八项“（八）领导和管理民

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修改为“（八）领

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第四十七条 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

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

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

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

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四十八条 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

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

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四十九条 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

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五十条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

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

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

第五十一条 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

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

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

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修改

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

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

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第五十二条 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一

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增加五条，分别作为

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内容如下：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

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

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

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

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

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

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

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

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

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

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

一百三十八条相应改为第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

四十三条。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我在农村干了一辈子，看到家乡变

化心里也很开心，希望能够变得更好！”3

月6日，记者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栾川

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来法，

今年62岁的他做了一辈子基层工作，心

里想的念的都是家乡的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需要一支数量充足、专业齐全、懂

“三农”的人才队伍。杨来法说，在农村，

其实是很需要青年人才队伍做支撑，但实

际上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才不愿到农村工

作，这一情况直接影响了乡村的振兴。

“拿我们村举例，我村只有一个文书

是专科毕业，我们急需有知识、有见识的

年轻人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杨

来法说，此次来，就是希望能够出台相关

优惠政策，同时加强对农村党政青年人

才的重视和培养，完善农村青年人才留

用机制，吸引更多的青年党政人才到贫

困地区、基层一线成长锻炼。

杨来法告诉记者，拨云岭村地处山

岭地带，自然环境资源丰富，乡村旅游亟

待开发。“如果有年轻的人才扎根村子

里，我们搞发展心里也有底啊，如果发展

‘文化+旅游’的话，年轻人的思路更开

阔，一定能给村子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想在基层留住人才，完备的农村青

年人才队伍建设必不可少。”杨来法说，首

先要提高保障和待遇，用好的待遇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

忧。其次要完善青年人才培养制度，畅通

农村青年人才的晋升渠道，完善公开遴选

机制，有计划地选派上级机关有发展潜力

的青年人才到农村挂职锻炼，将农村工作

实绩作为提拔重用的一项重要指标。

杨来法说：“要想乡村振兴，人才是关

键，农村大有可为，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

人扎根乡村，一起把乡村建设得更美好！”

全国人大代表、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来法：

希望更多年轻人扎根乡村
□本报记者 焦莫寒

河南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和
联组会议并举行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亚辉 李点）3月6

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河南

代表团上午举行小组会议，下午举行联组

会议并对中外记者开放。河南代表团团

长谢伏瞻、副团长陈润儿和代表们一起，

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开放日活动

中接受记者采访。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

和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建议。

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谢伏瞻就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力发挥优势打

好“四张牌”，努力开创新时代各项事业新

局面，陈润儿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翁杰明就推动河南高质量

发展，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小组会议审议时，翁杰明、任正晓、孔

昌生、穆为民、刘春良、王保存、张维宁、舒

庆、霍金花、李英杰、王东京、龚建明、刘振

伟、詹文龙等代表作了发言。大家认为，

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回应了新时代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要求，客观总结了过去的成绩和

经验，描绘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

图，处处体现着求真务实的精神、闪耀着

改革创新的亮点、充满着以人为本的情

怀、彰显着催人奋进的力量，是一个全面

客观总结成绩、增强底气，体现新时代发

展要求、鼓舞士气，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很接地气的好报告。代表们结合工作

实际，围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提出意见

建议。

审议时，代表们谈体会、说变化、谋发

展，会场气氛热烈。刘宛康、王东伟、冯琪

雅、宋丰年、司富春等代表分别提出加大

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力度、加大金融对企业

支持力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精准农

业平台建设、促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等建

议。阚全程、胡五岳、张延明、卢克平、张

全收、朱是西、郭建华、王杜娟、马玉霞、廖

华歌等代表，围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高校“双

一流”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

农业现代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提

出意见建议。大家表示，拥护和赞成政府

工作报告，对五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深感

振奋，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重要契机，

推动改革取得新突破，不断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透露哪些改革指向？

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
经济上

近年来，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

济发展遭遇挑战，引发外界对中国经济

“脱实向虚”的担忧。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

标本兼治防控金融风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标本兼治，有

效消除风险隐患。严厉打击非法集资、

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加快市场化法治

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健全对影子

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

管；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相关改革推进乡村振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第二轮土

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探索

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

革；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

“放管服”改革为市场主体添
活力，为人民群众添便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放管服”

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重点

是照后减证；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

快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打通信息孤

岛。

增强激励释放创新活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悖于激励创

新的陈规旧章，要抓紧修改废止；有碍于

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

掉。听到这一系列改革之举，很多科技

工作者都表达了激动之情。

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加强对儿

童托育全过程监管、扩大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范围、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

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

范围、发展共有产权住房……一系列公

众关心的民生热点问题，都能从政府工

作报告中找到具体的改革回应。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哪些改革指向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3月5日，在宁陵县石桥镇吕新庄的反季节果树大棚里，桃花盛开，果农在忙着给桃

花授粉。今春以来，该县开展专家人才下基层服务农民建奇功活动，林业局专家积极引导

农民发展反季节绿色林果业，增收致富。吕忠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