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蕴藏中国式民主的“密
码”。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
情况报告，让我们从几组关键数据进
行“解码”。

【473 件代表议案、约
9000 件建议等，5913 件提
案，集民智、凝共识】

“代表的职责很重要，就得为民
代言、为民发声！”湖南怀化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靖隆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朱登云代表说。

包括朱登云在内的约 2900名全国
人大代表，从四面八方走进人民大会
堂，把百姓声音带进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代表人民行使庄严的权力。

截止到 3月 8日 12时，大会秘书处
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 473件。此外，
日前收到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约9000件。

代表议案和建议得到认真办理，
切实推动解决问题。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以来，506件代表议案全部审
议完毕，9180件建议交由 194家承办单
位办理并答复。

全国政协委员，则由各方面郑重
协商产生，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是、履
行职责。以提案的形式参与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是委员履职的重要方式。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收到提
案 5913件，经审查，立案的提案 4940
件，转为意见和建议的提案846件。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收到提
案 5974件，立案 5044件，许多意见建
议在推动政府实际工作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仅疫情防控工作方面，就有 289

条提案意见被采纳。

【制定、修订法律 22
件，保障你的权利】

制定法律 9 件，修改法律 13 件，
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8
件，正在审议的法律案 23件。过去 10
个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

“成绩单”兼具力度和温度，守护岁月
静好，护航国家长治久安。

从出台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决
定，到刑责年龄底线降至 12周岁；从
通过长江保护法守护一江清水，到冒
名顶替上大学“入刑”；从反食品浪费
法草案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到修法
明确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和修法，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

湖南省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副
教授江天亮代表说：“一系列立法工作
高效务实，彰显了中国民主法治的独
特优势。群众最关心、最期盼的问
题，通过法治方式逐一得到解决，也
让我更深刻体会到不负重托、履职为
民的含义。”

良法安邦。从公共卫生、国家安
全，到现代化经济体系、民生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透露新一年
立法“发力点”，民主中国的未来更加
值得期待。

【听取审议 35个报告，
开展专题调研6项】

监督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
重要职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全国
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 35个报告，检查 1

个决定和 6部法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
询问 2次，开展专题调研 6项，作出决
议 1项。人大监督这一“利器”用得更
好、效果也更显著。

围绕预算决算、审计和国有资产
管理开展监督，管好“国家账本”，看
好政府“钱袋子”；

聚焦土壤污染防治、慈善事业健
康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等，通过
监督法律落实情况促进民生社会事业
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首次听取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
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
的报告，迈出监督工作新步伐；

开展专题调研，形成 22份高质量
的调研报告，为“十四五”规划纲要
编制“支招”……

“人大监督并不是为了监督而监
督，而是寓支持于监督之中，最终目
的是服务国计民生。”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靖代表说。

【网络学院点播 83 万
次，网上书院浏览超110万
人次】

今年两会的数据显示，通过学习
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提高参政议政
水平，也是代表和委员们的一项重要
工作。

全国人大创建网络学院，为代表
和各级人大提供了学习培训的新途
径。截至目前培训课程总点播量达到
83万次。

“网络学院里既有涉及人大制度
本身的专业知识，又涵盖生态文明建
设、民法典等多个领域。”重庆璞雨为
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高钰
代表说，目前已经学习了 29 门课程，
将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依法履职的
能力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本领。

全国政协深入开展委员读书活
动，开设 47个主题读书群；网上书院
在线浏览超 110万人次；通过新媒体等
面向社会推出民法典系列专栏，点击
量达6000万。

“广泛阅读、探讨争鸣，在这个
过程中，自己的履职能力得到了提
高。”中国联通集团产品中心总经理张
云勇委员说，大家碰撞的思想火花，
还可能成为来年的提案或调研议题。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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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
《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
究新思潮。

A.陈独秀 B.毛泽东 C.周恩来
57.1923年2月发生的（ ），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A.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B.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C.香港海员罢工
58.1925年3月12日，（ ）在北京逝世。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

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A.廖仲恺 B. 孙中山 C. 宋教仁
59.1925年 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 ） 举行第一次东征。3

月，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
A.江西革命政府 B.广东革命政府 C.湖北革命政府
60.1928 年 6月 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广西代表

（ ）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A.黄日葵 B.谭寿林 C. 胡福田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3
月 11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

决定通过时，人民大会堂
会场内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
声。这是继制定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后，国家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政治体制
的又一重大举措。

决定指出，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
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
决定 （草案）》的议案。会议
认为，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的选举制度，包括行政长
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当符合“一国两
制”方针，符合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际情况，确保爱国爱港者
治港，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为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发展适合香
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根据
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
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
的规定，以及香港基本法、香
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决定共9条。
决定明确，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必须全面准
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确

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
港”，切实提高香港特别行政
区治理效能，保障香港特别行
政区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
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
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
委员会。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
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
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
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
宜。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
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
和 宗 教 等 界 ， 立 法 会 议 员、
地区组织代表等界，香港特
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
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
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
的代表界等五个界别共 1500
名委员组成。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

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
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
会不少于 188 名委员联合提
名，且上述五个界别中每个界
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 15
名。选举委员会以一人一票无
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
人，行政长官候任人须获得选
举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
持。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立法会议员每届 90 人，通
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
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
分别选举产生。

决定规定，设立香港特别
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
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
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
格。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健全
和完善有关资格审查制度机
制，确保候选人资格符合香港
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的解释和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
的决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本
地有关法律的规定。

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决定修
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
办法》 和附件二 《香港特别
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
表决程序》。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应当依照本决定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修改后的香港基本法附
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特别
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依法组
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安排和选举组织
等有关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央
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度的决定》，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作出新的宪制性制度安排。
这是继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后，中央
完善香港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又一重大
举措，对确保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有力保障香港“一国两
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十分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始终坚持全
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
治港，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支持香港
特别行政区民主循序发展，保障香港
特别行政区居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同时必须看到，近年来，一些反中乱
港分子和“港独”势力利用选举进入
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肆无忌惮进行
反中乱港活动，极力瘫痪立法会运
作，刻意阻挠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
甚至与外部敌对势力勾连，企图通过
操控选举夺取管治权。这些行为和活
动，严重损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
秩序和法治秩序，严重挑战宪法、香
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权威，严重危
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严重
破坏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严重影响香
港广大民众福祉，必须予以坚决反对
并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香港现行
选举制度机制之所以存在明显的漏洞
和缺陷，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

“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全
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稳固局面
尚 未 真 正 形 成 。 全 国 人 大 的 《决
定》，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从制度上保障“爱
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
消除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风
险，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
港”，确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施
政和有效治理，确保香港“一国两
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早
在 1984年 6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
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
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
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放眼世界，无论在
哪个国家，效忠自己的祖国都是公职人员以及竞选公职的
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伦理。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坚持“爱国者治港”，天经
地义。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
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宪法和基
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各种深层次问题
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香港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并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创设特别行政区、建立特别行政区的制度，权力在中
央。我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
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选举制度是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主导下完
善有关选举制度，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
性。香港回归后，历次重大选举制度的修改都是在中央主
导下实现的。这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遵循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依法治
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
能”的重要原则，必将推动形成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
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最大程度保障广大香港居民
行使民主权利。

要实行“港人治港”，就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
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才能全面准确贯彻落
实。这是历史的深刻启迪，也是现实的必然要求。我们
相信，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完善，香港民主
制度定能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内，在宪法和基本法
的轨道上更健康、更顺利地向前发展，香港繁荣稳定定
能得到有效制度保障，“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必将焕发新
的生机活力！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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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民主的“密码”藏在这些数字里

这是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光
伏产业园内的一处塔式光热发电项目 （2020年
12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国家电网青海省
电力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初，该年
度青海省清洁能源发电量达 790 亿千瓦时。目
前，青海已成为全国新能源装机占比最高、集
中式光伏发电量最大的省份。

“十三五”期间，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阶
段性目标任务完成，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开局之年，在
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围绕如何进一步推动绿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言献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深
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
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

保护美丽生态、发展美丽经济、追求美好
生活，14 亿中国人正坚定走在绿色发展之路
上，为子孙后代呵护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好家园。 （新华社发）

两会·热点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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