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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代表团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
蔡奇陈吉宁李伟参加审议

蔡奇代表：

北京晨报讯（京报集团记者 徐飞鹏 王皓）昨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审议宪法修
正案草案。市委书记蔡奇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代表参加审议。

完全赞同宪法修正案草案。
修正案草案贯彻了党中央修宪
建议要求，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最新成果，符
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次修
改宪法必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史上又一里程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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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证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将“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写入总纲，必将有效把
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

全过程各方面；对国家主席任职
作出新规定，有利于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国家政
权机关协调运转和国家体制机
制有效运行，有利于党和国家事
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增写监
察委员会一节，为坚持和加强党

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了重要保证。我们将进一
步增强学习贯彻宪法的自觉性
坚定性，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
和监督，深入推进法治中国首善
之区建设，切实在法治轨道上做
好首都改革发展稳定工作。

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
根本愿望，我完全赞成、坚决拥
护。这次宪法修改是一次依宪
治国、依宪执政的生动实践，以
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及时将党领
导人民创造的重大成就和宝贵

经验固化下来，既顺应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
法律发展规律，既保持宪法的
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又与
时俱进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
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有
力引领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提供坚强的宪法保障。

成、众望所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书
记对北京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已成为我们干事创业的工具
书、座右铭，成为首都市民耳熟能

详的高频词、流行语，成为群众检
验我们工作的标尺。把“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是固本
之要、强基之要，有利于把党的全

面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
各方面。我们要自觉做宪法的忠
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
者，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
之都作出新的贡献。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是历
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有利于强
化党的领导，确保党对国家各项
事业的全面领导。强调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贯
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进一步强化党长

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这次宪
法修改，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赞同。我们要站在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继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在依法履职、纪法贯通、法法
衔接、行使职权和完善配套法规

制度上下功夫，把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不断增强推动宪法
实施、强化国家监察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

期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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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提供了有力的宪法保障和领导
体制保障。这次修宪也代表着庄
严机遇和神圣使命。我们有责任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宪法
修改的决策部署和修宪建议稿。

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实践的最新 对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
结晶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了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的共同思想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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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的要求，又遵循宪法法律
发展规律，我完全赞成。宪法
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
威也在于实施，作为政府工

作人员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一步增强宪法意识、

法治意识，在践行法治上当模
范、作表率，严格遵守宪法，
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宪法法律
实施作出贡献。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
法总纲，符合历史事实，反映
了历史结论，为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根本制度
保障，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贯彻
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确保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轨
道前进。

期坚持。宪法要与时俱进， 果 ， 体 现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才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特色 化的最新理论，才能够有
社 会 主 义 实 践 的 最 新 成 持久的生命力。要认真贯

彻 修 改 后 的 宪 法 ，为 在 新 时
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有力保障。

陈吉宁代表：
宪法修正案草案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李伟代表：
我完全赞成宪法修正案草
案。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导地位，实现党和国家指
导思想同步与时俱进，是水到渠

张工代表：
宪法修正案草案从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
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顶层设计和
制度安排。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张硕辅代表：
北京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实践证明，党中央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是完全正
确的，对宪法修正案草案我完全

庞丽娟代表：
这次对宪法作出必要的修改
完善，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我国在新时

闫傲霜代表：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是宪法
根本属性的要求。将中国共产党

张建东代表：
这次修宪坚持党的领导，
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充分
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做
到了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

杨万明代表：
宪法修正案草案集中了全
党共识，符合人民意志。把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靳伟代表：
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
法，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
实 际 ，符 合 时 代 需 要 ，要 长

北京干部群众
学习两会精神
“这些都是与我们老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好事，我们非
常支持，并且对未来的政策非
常期待。”连日来，机关单位、
街道社区的干部群众认真学
习全国两会精神，点赞政府工
作报告，畅谈新时代、新气象、
新作为。
做出新贡献

海淀区委书记于军表示，
海淀区正在按照新一版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核心区，在高质量发展方面
规划新的路径。按照政府工作
报告的指引，于军描绘了一幅
未来画卷：
“我们将聚焦建设中
关村科学城的新型城市形态，
打造以人文活力型、创新引领
型、新型智慧型、宜居宜业型为
核心的新型城市形态。在加强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挖掘
文化科技融合新动力，建立健
全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催生创新发展新
动力，让文化自信真正转化为
区域创新发展的优势和底气，
让文化软实力真正成为区域
创新发展的硬支撑，在大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作出海淀应
有的贡献。”
干出新业绩

赵全营城管执法队队长赵
春明表示，
“我们乡镇城管执法
队员工作在最基层，就像政府
工作报告中说的，为人民干事
是天职、不干是失职。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将带领执法队求真
务实，用实际行动为辖区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干出实打实
的新业绩，干出群众的好口
碑。”其他队员也纷纷表示，将
立足工作岗位，真抓实干，围绕
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目标，在
市容环境管理、大气污染防治、
违法建设查处等群众关切的问
题上，继续扎实推进工作，真正
做到让群众满意。
期待未来政策

香山街道的居民表示，看
完政府工作报告的直播，感受
很深，特别是国家将进一步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着
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
问题，加强雾霾治理、癌症等
重大疾病防治攻关，严厉打
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
法活动，“ 这些都是与我们老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好事，
我们非常支持，并且对未来
的政策非常期待。”
北京晨报记者 王海亮 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