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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二中全会 1 月18日至 19 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12日召开会议，研
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 1月 18日至 1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
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
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
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
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
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
审议。

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
●严格依法按照程序进行；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
人民拥护；
●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
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
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
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现行宪
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国
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
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
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
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
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宪
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
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
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
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制
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
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
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
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
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
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
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宪法
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
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具有显
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宪法修改是一件大事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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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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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对宪法
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云南“直过民族”通硬工程纪略

夜幕降临。吃过晚饭，织了一
天布的赵仪月来到自家房子二楼
的阳台。坐在阳台上，清风徐来，
令人神清气爽。
“只要天气好，没有云雾，在
这里就能看见市区。”赵仪月指着
远方对记者说。顺着赵仪月手指
的方向望去，云南省德宏州芒市
市区已是万家灯火。
年逾五旬的赵仪月家住芒市
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出冬瓜
三组，全村共 145户、653人，几
乎都是德昂族。村内保留着不少
独具德昂族特色的木架房，民族
风情浓郁。
从该自然村到距离村子最近
的 320国道仅约 4.61公里，2009
年，这段路仍有 1.61公里没有硬
化。赵仪月感慨地说，“就因为这
段泥巴路，在家里就能看见的市
区，却要走上半天才能到。”
道路不通畅打击了德昂族村
民发展的积极性。6月到 10月是
芒市的雨季，也是农作物的最佳施
肥期。每年这个时候，村民李国萨
都要约上几个人到市区买肥料。
“每次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把拖拉

机从泥巴里推出村，回来更麻烦，
要把装满肥料的拖拉机推进村”。
提起不通硬化路的日子，李
国萨直摇头说，路不通怎么搞发
展，村民们需要的饲料、肥料难运
进来，村里种的坚果、甘蔗，养的
牛、猪等送不出去，辛苦一年挣不
到几个钱。
通村公路不畅是出冬瓜三组
德昂族群众发展的“老大难”问
题，也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制约“直过民族”发展的缩影。包
括德昂族在内，云南省共有独龙、
基诺、怒、布朗、景颇、傈僳、拉祜、
佤等 9个“直过民族”。统计数据
显示，云南“直过民族”地区和沿
边地区 20户以上自然村 13904
个，已通畅公路 2142个，通畅率
仅为 15.4%；云南“直过民族”总
人口 232.7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66.75万 人 ， 贫 困 发 生 率 达
28.6%，高出云南省贫困发生率
15.4个百分点。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总体要求，云
南省 2016年制定了 《“直过民
族”地区、沿边地区较大人口规模

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规划》，计划
到 2020年，云南省“直过民族”
地区和沿边地区 20户以上自然
村全部通硬化路。
出冬瓜三组连接 320国道
的最后 1.61公里 2016年开工建
设。各级政府共投入 150万元，
计划建成路基 8.5米、路面 3.5米
的整齐块石路。“村民们希望能把
路面拓宽到 5米。这样一来，就缺
了 10万元的建设资金。”出冬瓜
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赵腊退有
些激动地说，为了能把这条路建设
好，出冬瓜三组村民都“拼了”，依
靠各家各户的捐款凑足了这笔钱。
2016年年底，出冬瓜三组与
320国道间公路全面硬化，彻底
打开了这个德昂族小村庄与外界
交流和脱贫致富的大门。村子通
上了“乡村客运”，村民们坐着汽
车 40分钟就可以到市区。
“到村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
多，真的感觉芒市市区就在眼
前。”赵仪月说，过去她织的布主
要自用，现在还可以卖给游客，
2017年卖布收入 2万余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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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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决定用一
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
题，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
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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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推动
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快递企业每天服务 2.8 亿人次
将于 2月初首次与公众见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陈
面。数据显示，节日相对集中
琳）2017年四季度，快递企业
平均每天服务 2.8亿人次，相 的四季度网络购物所产生的
当于每天五个人中至少有一 快递量占快递业务总量的近
个人使用了快递服务，快递 七成。四季度全国快递业务
成为继衣食住行后又一基本 量约完成 126.6亿件，占全年
需要，“衣食住行送”成日常 的比重达 31.6%，为全年最
高；日均快件处理量接近 1.4
生活的重要部分。
昨天，国家邮政局召开 亿件，“双 11”期间最高日处
2018年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 理量 3.3亿件。快递服务生产
会，发布并解读《2017年四季 生活效益突出，四季度快递
度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 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18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将 比重为 6.6‰，同比提高 0.6
调整优化指标体系，加大发 个千分点，快递发展对经济
布频次，月度快递发展指数 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 1.3%。
油价迎来新年第一涨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
北京晨报讯（记者 韩元
（12月 29日—1月 12日），
佳）2018年国内成品油首次
调价窗口迎来上涨。昨天晚 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升至三
间，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内 年来新高。平均来看，布伦
成品油价格调整要求，本市 特、WTI油价比上轮调价周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自 期上涨 5.59%。中宇资讯分析
2018年 1月 12日 24时起， 师马建彩表示，受原油持续
每吨分别提高 180元和 175 高位影响，年内“二连涨”可
元。折合 92号汽油由每升 期。隆众资讯分析师李彦表
6.84元调整为 6.98元，提高 示，近期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0.14元；95号汽油由每升 7.28 表现稳健，主要受美国原油
元调整为 7.43元，提高 0.15 库存下降、OPEC减产进程延
元；0号柴油由每升 6.49元调 续和美元疲软的支撑。美国
原油产量增长步伐强劲，布
整为 6.64元，提高 0.15元。
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 伦特已经行至高位，70美元
原油整体走高。其中，布伦特 附近将遭遇较强阻力，后期
原油正逼近 70美元 / 桶的 继续大幅上行空间可能会受
整数关口，WTI原油也站稳 限。因此预计下一轮成品油
60美元 / 桶上方，逼近 65美 调价小幅上调或搁浅的概率
较大。
元 / 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