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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今日预告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根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单行本及宣誓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两会声音

“改革效果怎么样，
关键要看人民群众满意
不满意，最终要落脚于更
高效的为民谋利、为民办
事、为民解忧的机构建
设。”
——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大

学副校长郑军。

汪洋，男，汉族，1955年3月生，安
徽宿州人，1972年6月参加工作，1975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
学历，工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党组成员。

1972-1976年 安徽省宿县地区
食品厂工人、车间负责人

1976-1979年 安徽省宿县地区
“五七”干校教员，教研室副主任，校党
委委员

1979-1980年 中央党校理论宣
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0-1981年 安徽省宿县地委
党校教员

1981-1982年 共青团安徽省宿
县地委副书记

1982-1983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
宣传部部长

1983-1984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
副书记

1984-1987年 安徽省体委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

1987-1988年 安徽省体委主任、
党组书记

1988-1992年 安徽省铜陵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其间：1989－
1992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党政
管理专业在职学习）

1992-1993年 安徽省计委主任、
党组书记，省长助理

1993-1993年 安徽省副省长
1993-1998年 安徽省委常委、副

省长（其间：1993-1995年中国科技大
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课
程班在职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7.03-1997.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
进修班学习）

1998-1999年 安徽省委副书记、
副省长

1999-2003年 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党 组 成 员（其 间 ：
2001.09－2001.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
进修班学习）

2003-2005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
（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
级）、机关党组副书记

2005-2006年 重庆市委书记
2006-2007年 重庆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0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
2012-2013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3-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7-2018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8- 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

届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党组
成员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
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七届、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常委。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主
席。 （新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汪洋简历

▲全国人大代表吴艳良：让有才能的年轻人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在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滚贝侗族

乡三团村，返乡创业的“85后”姑娘石秋香（前排左一）与村民自拍，为上网宣传准备素材（2017年10月24日摄）。2017年，
在当地乡政府的支持下，石秋香把高山红薯种植推广到贫困村和贫困户，当地高寒山乡1000多户贫困户种植高山红薯
2000多亩，年产3000多吨。全国人大代表吴艳良认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有才能的年轻人留下来，让他们为
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华）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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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

措。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出席两

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监

察法草案，展开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根据宪法制定监察法，

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

志，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以

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一部

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

的法律。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作

出重要部署，强调“构建党统一指挥、全

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

长尚伦生说：“党统一指挥，就是坚持和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全面覆盖，就是实现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

盖；权威高效，就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

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攥指成拳，形成合

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自2016年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蹄疾步稳：从北京、山西、

浙江3省市开展试点，到目前全国省、

市、县三级监委全部成立，一个党统一指

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正在

形成。

“作为试点省份，我们实现了监察委

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代

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加强对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形成巡视、

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

局。”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监察委主任

刘建超说，制定监察法，保证依规治党与

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

一，不断提高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的深化要求法治保障，法治的

实现离不开改革推动。代表委员们认

为，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

成并巩固发展，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制定监察法，是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

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的现实需求。

“制定国家监察法和设立国家监察

委员会，就是编织制度的‘笼子’。”全国

人大代表、青海省西宁市检察院公诉处

处长沙沨表示，通过制定监察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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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成果，确保反腐败斗争在规

范化、制度化轨道上行稳致远。

充分体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精神

“草案对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监察

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

限、监察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内容全

面，体现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立法

精神。”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中

心医院党委书记温秀玲认为，草案规定

科学严谨，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方式反

对腐败，推动了国家监察理念思路、体制

机制、方式方法与时俱进。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席沟圈

村党支部书记马银萍代表说：“监察法草

案规定监察机关对6类监察对象进行监

察，涵盖了我国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实现监察对象和监察范围‘不留死

角、不留盲区’，实实在在堵住了群众身

边‘微腐败’的缺口，使制度的笼子越扎

越紧。”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律师协会党

委副书记张慧说，监察委依法行使的监

察权，不是行政监察、反贪反渎、预防腐

败职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党的领导下，

代表党和国家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进行监察，依托纪检、拓展监察、衔

接司法，既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又调查职

务犯罪行为，是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创

制之举。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贵达律师事务

所主任朱山认为，这次宪法修改专门增

设监察委员会一节，确立监察委作为国

家机构的法律地位，这是推动反腐败斗

争向纵深发展的重大制度设计，使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于宪有据，监察法制定于

宪有源，保障国家监察权在宪法框架下

有序运行。

“善治需良法，制定监察法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这个原动力。”湖北首义律师事

务所主任律师谢文敏委员说，“草案规定

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拓宽

了‘让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使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更加完备、科学、有效，有助

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贯通执纪执法
攥指成拳形成反腐合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反腐败的

力量和资源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系统，

存在着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

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使反腐败工作效

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得到有

效加强。在强化党内监督、用纪律管住

党员干部的同时，必须构建国家监察体

系，对党内监督达不到的地方，或者对不

适用执行党的纪律的公职人员，依法实

施监察，才能从根本上制度上遏制腐败，

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全国人大代

表、湖北省咸宁市市长王远鹤说。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校长高新才认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

即监察委员会，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

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

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工作力

量整合起来，把反腐败资源集中起来，把

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攥指成拳，形成合

力。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科院法学

所研究员马一德说，通过国家立法把党

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

固定下来，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

“监察委员会监督范围扩大了、权限

丰富了，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要求必须严

之又严、慎之又慎，坚决防止‘灯下黑’。”

海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蓝佛安代表说，监

察机关和监察人员首先要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加强自身建设。同时，坚持以法治

思维法治方式推进规范化建设，通过建制

度、立规矩，规范内控机制，确保党和人民

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

不蒙尘。

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监察法草案

“存在的障碍，下决
心解决；落后的管理，要
加快改进。”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

宣城市市长张冬云。

“这就像是给自己开
刀。一些政府职能与国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适
应。再难，这个刀也得
开。”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

省文联主席傅道彬。

“上到顶层设计，下
到基层治理，都离不开宪
法的坚实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环

江毛南族自治县县长黄炳峰。

“反腐败只有全覆
盖，才能零容忍。”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

委统战部长冀国强。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生命的救护者。建议从
国家层面推进急救免责
的立法工作，让更多的人
知晓急救免责的适用范
围和内容，避免因‘不敢
救’导致悲剧出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

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敖虎山。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走进新时代，我们的
日子一定会更好！”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湘

西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村支书
龙献文。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全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15日上午举

行闭幕会，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

案的决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

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

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5

日安排代表休息。大会主席团召开

第五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今天上午举行闭幕会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
权威也在于实施。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是对我国宪法的又一次重大完善。
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中的重大作用，需要学习宪法、
尊崇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
用宪法，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宪法
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
现。”修改宪法，正是为了更好实施
宪法，更好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
作用。此次宪法修改，反映了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新形势新实践，对党和人民创造的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进行了及时确
认，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意志。学
习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党和人民共
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党和人民共同
意志的尊严，才能保证人民根本利
益的实现。我们要把实施宪法摆在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强有力
的政治和制度保障，以宪法修改为
契机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
个新水平。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

于法之必行。”学习宪法、尊崇宪法，
首先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我们党首先要带好头，坚
持依宪执政。要把领导人民制定和
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
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真正做到
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
带头守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
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
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
究。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习宪法

法律的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加强宪
法学习，增强宪法意识，带头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对宪法法律保持敬畏之
心，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不断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
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
真诚的信仰。宪法只有深入人心，
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
自觉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弘扬宪法
精神、普及宪法知识，为加强宪法实
施和监督营造良好氛围。此次宪法
修改，对于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自觉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至关重要、影响深远。全社会要广
泛开展学习宪法、尊崇宪法的宣传
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
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使遵守
宪法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强大推动
力。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回
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都离
不开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离不开
全社会对宪法精神的尊崇。学习宪
法、尊崇宪法，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才能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国家根本法作
用，让宪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保驾护航。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学习宪法 尊崇宪法
——三论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我国
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并

跑、领跑，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创业热

土。”科技创新成为今年两会聚焦的一

个重点。

载人航天全面转入
空间站建造阶段

中国航天员何时再飞天？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首位飞天航天员杨利伟表

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面转入空间站

建造阶段，进入空间站时代。

“2018年科研任务很重，是非常关

键的一年。我国空间站核心舱要由初

样研制阶段转入正样研制阶段，其他舱

段进行初样阶段的研制和生产。”杨利

伟说。今年，我国将选拔第三批航天

员，其中不仅有驾驶员，还要选拔飞行

工程师和在太空做科学实验的载荷专

家。

“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
将首次着陆月球背面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预测2018年

全球科技大事件，中国“嫦娥四号”月球

探测器的奔月之旅被列入其中。

“嫦娥四号”的奔月任务将分两步

进行：第一步，今年上半年，向地月引力

平衡点拉格朗日L2点发射“嫦娥四号”

的中继卫星，以解决地面与月球背面的

通信和测控问题；第二步，约半年后，发

射“嫦娥四号”的着陆器和巡视器，对月

球背面开展着陆巡视探测。

“‘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面，将是

人类首次对月球背面着陆探测。我们

将在‘嫦娥四号’的中继卫星上搭载两

颗小卫星，做射电干涉试验，探测宇宙

‘黑暗时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

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说。

建于青藏高原的“阿里计划”
将在2020年开始观测
在引力波探测领域，中国不是旁观

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新民介绍，目前，我国引力波探测天

地“两路并进”：一是太空探测引力波，

包括中科院提出的“太极计划”和由中

山大学领衔的“天琴计划”；二是地面探

测引力波，包括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主导的“阿里计划”——探测原初引力

波，以及国家天文台主持的贵州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通

过脉冲星计时阵探测引力波。

去年，我国在西藏阿里启动了“阿

里计划”，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原初引

力波观测站建设项目。张新民是这一

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项目进展顺利，一期观测仓主体

工程基本完工。”张新民说，这个观测站

将于2020年开始观测，2022年出成

果。“原初引力波是宇宙开端产生的引

力波，蕴含着宇宙起源的奥秘。我们希

望给出一张北天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极化最好的天图。”他说。

国产大飞机C919发动机研制
正在按计划推进

国产大飞机C919何时拥有强劲

“中国心”，配装自主研发的商用发动

机？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航空发动机与

燃气轮机重大专项副总设计师向巧表

示，C919发动机的研制“正在按计划推

进，核心机部分关键技术取得重要进

展”。

“核心机的表现令人满意。”向巧

说，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成立一年半以

来，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重大专项有

效推进，专门设立了产学研创新资金，

通过需求牵引，集中国内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优势资源共同攻关。

科技界热议的重大项目有哪些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