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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拟提请
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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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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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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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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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陈一新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界别委员座谈提出

托起城市伟大梦想 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
本报讯（记者郑 汝 可）12日，省委副书记、市委 千亿级氢能产业、加强城市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
书记陈一新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界别委员座 建言献策。
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后，陈一新指出，全面建成
谈，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共谋新时代武汉发展。陈一
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 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亮点城市，实现大武汉的全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 复兴，是我们的伟大城市梦想。托起这一梦想，要坚
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确定的决策部署和市政府工 持以“一轴（长江主轴）串三城（历史之城、当代之
作报告确定的重点任务落实，一手托起城市伟大梦 城、未来之城）”，重塑武汉大都市发展空间大格局；
想，尽心尽责为大武汉谋复兴；一手托起人民美好 坚持以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推动高质量发
生活梦想，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幸福。市政协主席 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坚持陆港、空港、水港
“三港连世界”，加快建设国际化大武汉；坚持“一心
胡曙光主持座谈。
孙凯、邱化明、郑明、文建东、龙桃仙、钱忠 （东湖城市生态绿心）带百湖”，加快建设生态化大
东、彭华、雷敏捷、詹志春 9位委员，分别围绕规 武汉。
陈一新强调，要从群众“最急、最盼、最怨”民生
划优化长江主轴、构建长江新城产业体系、打造

实事抓起，下大力气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进民生
福祉，实现“贫有所扶、老有所养、幼有所育、青有所
长、才有所为”。要坚持精准施策，确保全市贫困人
口、贫困村全部如期脱贫出列。要抓好社区、机构养
老，加快设施适老化改造，推动银发产业发展。要重
点在年轻人口集聚区域，加快建设一批公益普惠性
幼儿园等，加强幼师、儿科医师队伍建设。要继续深
化“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落实好落户、
住房、收入系列政策。要推动一流公共服务对接一
流高校院所，推进成果转化，营造无差异国际化宜
居环境。
市领导陈瑞峰、蔡杰、胡洪春、谭仁杰、侯晓华、
彭富春、梁鸣、徐旭东等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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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 磊 通讯员 吕 友 明）12日上午，武汉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
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陈一新主持。主席团常务主席刘
立勇、胡立山、何艳、胡树华、丁雨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553人，实到 512人，符合法定人数。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立勇受市人大常委会委
托，向大会作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2017年，在中共
武汉市委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决策部署，依法行使职权，扎实开展工作，实现
了新一届人大工作良好开局。坚持以良法促善治，立法工作迈
出新步伐；坚持突出效果导向，监督工作取得新成效；坚持服
务发展大局，重大事项决定工作实现新突破；坚持党管干部与
依法任免有机统一，人事任免工作取得新进展；坚持发挥主体
作用，代表工作展现新作为；坚持全面提升履职能力，自身建
设呈现新风貌。刘立勇说，新的一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总体
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市委十三届四
次全会决策部署，恪尽职守，锐意进取，建设全面担负起宪法
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的代表机关，奋力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晨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报告说，2017年，全市法院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七中全
会以及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党代会部署和市十四
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坚持依法履职，深化司法改革，加强队
伍建设，全年受理案件 201569件，结案 172845件，同比分别
上升 13.9%、15%。今年，全市法院将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以
“为老百姓谋幸福、为大武汉谋复兴”为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努力为我市
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光骏作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报告说，2017年，市检察院带领全市检察机关，坚持使命在
肩、勇往直前，坚持民有所呼、必有所应，始终与武汉发展同频
共振，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386
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 300人，渎职侵权犯罪 86人，通过办案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7000万元；依法履行批捕起诉职责，全
力维护社会稳定，全年共受理审查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
15464人，批准和决定逮捕 12249人；受理审查起诉 22323人，
提起公诉 15776人。今年，全市检察机关将坚定司法为民情
怀，端正司法理念，创新工作方式，提高素质能力，创造出无愧
新时代的检察新业绩。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还有:李述永、胡亚波、朱库成、王波、
方道茂、刘义红、刘健勤、李丹芳、何正亮、金伟成、袁继刚、郭
刚艳、谌赞雄、张俊勇、苏霓斌、陈邂馨、马新强、林锋勤。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万勇、胡曙光、陈瑞峰、蔡
杰、曹裕江、程用文、李义龙、李有祥、胡洪春、刘英姿、李忠、汪
祥旺、龙良文、徐洪兰、谭仁杰、侯晓华、彭富春、付明星、陈光
菊、梁鸣、徐旭东、干小明。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省市老领导有:吴超、贾
耀斌、胡绪■、黄克强、潘汉生、郑永新、于建海、李传德、江中
联、吴一民。
张林、张文彤、但长春、李作清、谢宗孝、彭浩、黎东辉、王
清华、张幸平、涂山峰、周学云、刘志辉、倪子林应邀出席大会
并在主席台就座。
部分省人大代表、市政府组成人员、市直有关机关团体和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大会，10
位市民旁听了会议。

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武汉市出席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1
25名
张曙当选武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万勇与市政协委员协商座谈

多建睿智言 多献务实策 多谋创新举
本报讯（记者 邵 澜）11日，市长万勇与市政协
委员协商座谈，听取委员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和
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协主席胡曙光主持
会议。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33名市政协委员踊跃
发言，围绕创新发展、改革开放、生态文明与社会
发展、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等方面建言献策。徐击
水委员提出加快发展武汉智能制造产业，付诚委
员建议完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制度，邝远平委员
建议加强“海归”经济、海外招商工作，罗光伟委员
提出完善儿童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等等。万勇认真
倾听每个委员的发言，认真记录意见建议，并现场

作出回应。
万勇指出，市两会期间和政协委员面对面交
流，是我市推进协商民主工作的重头戏。市政协委
员们立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传递社情民意，发表
真知灼见，提供真招实策，市政府将认真梳理、全面
吸纳，并转化为政府工作的举措，更好地推动经济
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万勇强调，今年对武汉赶超发展至关重要，也
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真诚期待市政
协继续支持帮助市政府工作，期待各位委员继续关
心关注政府工作，围绕建设历史之城当代之城未来
之城、实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建设四个国家新

基地、推进“四水共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居
民增收激励计划等重点工作，多建睿智之言、多献
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建设“三化”大武汉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万勇表示，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政协委员履
职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健
全完善政情通报制度，认真办理政协委员提案和建
议，完善参政议政成果研究、吸纳、落实的工作责任
链条，不断巩固政府与政协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的
工作局面。
市政协副主席谭仁杰，市政府秘书长刘志辉，
市政协秘书长倪子林参加座谈。

“四马奔腾”的武汉今年或添“铁马”

法国勒芒 24小时汽车耐力赛若落户将提升武汉赛事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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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 磊 通讯员 吕 友 明）
12日下午，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
议通过投票方式，补选武汉市第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5名，选举武汉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武汉市出席湖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25名。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
席陈一新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
立勇、胡立山、何艳、胡树华、丁雨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下午 3时，陈一新宣布大会开始。本
次大会应到代表 553人，实到 525人，符
合法定人数。
大会表决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名
单，宣读正式候选人名单。
15时 39分，代表们开始无记名投
票。
投票结束后，主席团召开第五次会
议，听取选举结果报告。
陈一新宣布选举结果:
但长春当选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

地址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 2 号
邮编 430015
责编 周炬 美编 职文胜 责校 汉春

长江日报
官微

主任，朱库成当选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刘毅、陈劲超、柳新当选市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曙当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万勇等 125人当选武汉市出席湖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新当选人员走上台前与代表见面。
昨日大会执行主席还有:程用文、王
萍、左绍斌、刘成奎、刘善明、李立华、张
晓东、周少东、耿洪山、涂家顺、彭少怀、
谭刚毅、景新华、杨泽发、吴祖云、王波。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万
勇、胡曙光、陈瑞峰、张曙、李述永、蔡杰、
曹裕江、胡亚波、李义龙、李有祥、胡洪
春、李忠、汪祥旺、徐洪兰。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老
领导有:贾耀斌、胡绪■、黄克强、潘汉
生、郑永新、于建海。
王晨、孙光骏、张林、张文彤、但长
春、李作清、谢宗孝、彭浩、黎东辉、陈邂
馨、王清华、张幸平、涂山峰、周学云、刘
志辉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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