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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质就是要推动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现在
不是要解决有和无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好
与不好、优与劣的问题，要优胜劣汰。要
大力鼓励和支持创新创造、智能制造，加
大对新动能、新业态、新产业的扶持力度。

同时，还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重点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包括银行自
身风险、债务风险、民间非法集资风险
等。建设银行要有大行担当，用大行的高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有能力识别风险
苗头，能化解风险隐患、阻隔风险传染、
处置风险暴露，及时化解和处置出现的问
题。 （本报记者 叶晓楠整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
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植 根 的 文 化 沃 土 。 中 共 十 八 大 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 重 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发
展。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上，企业界也应该尽一份力。

一方面，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经济单
位，有规模大、组织性强、现代化程度
高等特点，有条件成为传播与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引也有利于解决企业
自身的动力问题，使企业迈向“义利统
一、德福一致”的良性发展轨道。

推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首先
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只有树
立良好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形成良好的
企业文化。正如孔子所说：“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有用优秀
传统文化滋养、教育企业家，让他们具

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道德、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才能让他们在企业文化建
设中起到组织、示范和推动作用。

在企业界推行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
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牵头组
织，通过多角度宣传、多渠道开展、多
种措施推行。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企
业界推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势在必
行。

（本报记者 李 婕整理）

作为一名农民代表，我最关注的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这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
广大农村群众的热切期盼。

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我提出两点建
议：一是乡村振兴要有实实在在的真金
白银投入。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资金
的支持力度，整合中央和地方各部门涉
农资金，解决政府涉农资金的碎片化问

题。另一方面金融部门要加大支持“三
农”的贷款倾斜力度，创新支持农民贷
款的新机制，使农民的宅基地、林权、
土地承包权变成致富的资本。

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吸引人才的优
惠条件。乡村振兴，人是最关键的因
素，广大农村需要大批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专业人才和带头人。目
前，“精兵强将走四方，老弱病残务农
忙”的现象在农村不同程度存在，特别
是青年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农村发

展、乡村振兴的主要问题。建议国家出
台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人才回到农村
创业，留在农村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深深感
到，乡村振兴是我们农村干部奋斗的壮
阔舞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
作的崭新画卷。我们一定要撸起袖子加
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新时代“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梦想全
面实现。 （本报记者 柴逸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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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
次全体会议。

上图：代表投票表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草案。

右图：与会的全国人
大代表对通过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报以
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两会进行时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
2018 年 3 月 11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三次全体会议，代表们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宪法修正案。赞成 2958 票！15 时 52 分，表决结果公布，
全场顿时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是 1982年宪法公布
施行后的第五次修改，也是 2004年宪法修改以来的再次
修改。

这是新时代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
一致赞成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

入宪法序言部分；一致赞成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总纲；一致赞成
对国家主席任期作出新的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在国家根本法上留下辉煌篇章。人民的内心
拥护和真诚信仰，成为宪法权威最深厚的源泉。

加强宪法学习，增强宪法意识，带头尊崇宪法、学
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做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模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广大代表委员表达出共同心声。

“我们完全赞成，坚决拥护”

九鼎重器，百炼乃成。宪法修正案的高票通过，是
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

“今天在会场上，投出赞成票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
豪和神圣！这次宪法修正案获得高票通过，是民心所
向，我坚决拥护。”贵州省兴仁县城南街道鹧鸪园村党支
部书记余必丽代表说。她第一时间将宪法修正案通过的
消息传回了村里，并且叮嘱村里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尽
快学通弄懂宪法精神，联系实际谋划村里的发展。

“高寨镇积极关注宪法修正案 （草案），专门印制了
学习笔记本，里面详细介绍了修宪的内容，全镇8个村的
村干部人手一本，大家随身携带，随时随地给基层群众
宣传和讲解。”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高寨镇副镇长阿生
青代表说，“两会期间，从乡镇、妇联到村里，都组织群
众观看了电视直播。大家对宪法修正案 （草案） 积极拥
护，纷纷表示修宪修到了心坎上，符合人民群众所想所
盼。”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宇代表认为
修宪集中了民情、民意、民智，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严格依法按程序修改宪法，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成为国家意志，是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是对法治精神的恪守。

“我完全赞同和拥护此次宪法修改。作为一名工人代
表，这些年来深切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巨大变
化，倍感骄傲和自豪。”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转向架分厂钳工首席技师郭锐代表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确需要对宪法进行适当调整，以
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比如此次修改，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这就为包括我们广大工人
在内的全体人民树立了一个远大的奋斗目标。”

“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宪法修正案。修宪符合新时代
要求，符合党心民心。”安徽省宿州市市长杨军代表表示。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叶江代表认
为，这次修改宪法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依宪治
国、依宪执政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
愿，全面彰显了我们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将
有力指导新时代的中国走上更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时代的呼唤 人民的期盼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及时把党和人

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上升为国家宪法规定，实
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有机统一，是我们
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

“宪法修正案的审议通过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期
盼。”辽宁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宗胜代表说。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代表认为，把党和
人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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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的选择。“宪法只有不断
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
才能更好为新时代伟业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庞达委员说，“以国家根本法的
形式，把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的顶层设计都确立
下来，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
机统一。”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湖北黄冈中
学校长何兰田代表说，这次宪法修正案根据现阶段我国

的现实需要进行了适时的修改，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增加“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内容，顺应了
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将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
党领导人民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奠定良
好的法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天津市河东区委书记李建成代表说，把“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
有利于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学林
委员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
党制度。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确保中
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与此同时加强民主协商，才能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与我

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我们踏入了新时代，宪法
也必须与时俱进修改完善，唯有如此，才能持续保持宪
法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更好发挥宪法的作用，更好地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顾明委员表示。

党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对宪法进
行适当修改，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有机统
一。我国宪法是立足中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的成果，
既具有一般宪法的特征，更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了我国
的制度优势。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磐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的‘魂’，是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纲’。”吉林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代表说，“根据时代特征对法律体
系进行完善，拓展法治实施的治理空间和效能，需要进
一步修改宪法文本、强化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修
改宪法优化法律体系，必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党校教师童路雯代表认
为，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保障。适时修改宪法，符合
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宪法的这种不断完善、与时俱进，既坚定了基层改
革发展的信心，更为各行业加快推进改革提供了宪法依
据。”河北柏乡国家粮库储备库党支部书记尚金锁代表
说，“这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更
加鲜活的基层经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宪法部分内容进行修改，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
符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市长韦韬代表认为，此次宪法修改，是保持宪法持久生
命力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有力举措，是
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强大合力的必然要求。

民革中央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委
员认为，这次修宪体现了中国特色，党把人民的意志概
括出来，体现为党的意志，再把党的意志通过宪法修改上
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出人民意志、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
高度统一，这也反映了我国宪法完善机制上的一大优势。

“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监察委员会’一节，赋予监
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将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赖。有利于调动各方面
积极因素，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司机加部副经理钟正菊
委员说。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于志刚代表说，“修改后的宪法，
是一部能够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是一部能
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的宪法！”

（本报记者王海林、侯琳良、王云娜、史自强、王锦
涛、庞革平、刘佳华、范昊天、李纵、杨迅、李伟红、
张枨、谢雨、程焕、何勇、唐天奕、谷业凯、李家鼎、
何聪、郑轶、吴姗、方圆、韩俊杰、温素威、靳博、贺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