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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
稳，制度强则国家强。我们要毫不动摇
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人大工作
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新时
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重
大原则和主要工作，在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推动人大制度不断向前发展，
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筑牢坚
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对
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领导
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
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现
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敏倍感振奋。

周敏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
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在新时代不断
彰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独特优势。“新的
征程上，要不断夯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根基，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更强大
保证，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提供更有力支撑。”

“党的领导是人大工作的最高政治
原则，人大机关首先是党领导下的政治
机关。”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
任王树忠深有感触，“历史和实践充分证
明，党的领导坚持得越好，人民当家作主
就实现得越充分，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就
越有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就越得到彰显。”

王树忠表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必须牢牢把握政治
机关定位，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把党中央
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实好，把党领导
人大工作的各项制度机制执行好，确保
人大各项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在江苏镇江，当地党委政府近年来
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以地方立法

推动依法治市，“民呼我应”解决一系列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镇江市委书记马明
龙表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市委常委会定期听
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制度，支持
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

“我们将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和
独特优势，用更加优质的制度供给、更加
精准的监督问效、更加高效的作用发挥，
汇聚新时代发展强大合力。”马明龙说。

用更完备的法律体系助
推国家治理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也是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地方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
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自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这为我们的工
作指明了方向。”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谢卫东说。

利用“国家宪法日”广泛开展宪法

学习和宣传，推动宪法进学校、进课堂、
进社区、进企业……谢卫东表示，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遵守宪
法、贯彻宪法、维护宪法，保证宪法法律
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当作
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
前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魏淑君表
示，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对科学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要
求越来越迫切。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
要求，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
中的主导作用，把改革发展决策同立法
决策更好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立改废释
纂各项工作。”魏淑君说。

广聚民意，大智立法。自2015年成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
点以来，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完成
63部法律草案的意见建议收集和整理
工作，200多条意见建议被采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更
加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就是要为基层

群众参与法律法规制定提供更加畅通的
渠道，让基层的真实声音直达立法机
关。”景德镇市梨树园社区主任、基层立
法联系点负责人余梅说。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
制度载体。

今年来，黑龙江省肇东市人大不断
拓展代表和群众知情知政渠道。代表列
席常委会会议、旁听法院庭审，建设城乡
代表之家和代表联络站……一系列生动
的民主实践，展现民主的勃勃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赋予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新的内涵，让我们信心更
强、干劲更足。”肇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吕鑫说，“坚持好完善好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就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
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近期防汛抢
险救灾中，陕西延安宝塔区冯庄乡组建

人大代表志愿服务队伍，投身应急值守、
隐患排查、生产自救。冯庄乡人大主席
吴高红说，作为基层人大代表，肩负人民
赋予的光荣职责，必须做到接地气、察民
情、聚民智、惠民生。

“我们要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持续深化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重
点依托‘说事、理事、办事、督事、评事’民
情五步工作法，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
的联系。”吴高红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宪法赋
予人大的监督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
督、依法监督。”海南省纪委监委办公厅
副主任陈浩说，海南省监委今年9月以
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为主题，
首次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取
得了良好效果。

陈浩表示，监委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专项工作，是贯彻落实宪法和监察法的
必然要求。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彼此贯
通，让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是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内涵。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发展人大制度完善人大工作指明方向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
强。”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明确
提出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指
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要工作，为我们在
新征程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鲜明的特色是理论
创新和实践创新、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紧
密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
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战略全局出发，继续推进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
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在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精辟概括：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

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
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六个必须坚持”，深刻回答了新时
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对做好人大工
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要始终坚持并不断
丰富发展。

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
制度安排。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
家作主，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才能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
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
执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和核心，只有坚持用制度体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支持和保证人民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从各层
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才能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人民民
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
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只有坚
持全面依法治国，依照宪法法律推进国
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才能实现国家

各项工作法治化；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
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只
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才能保证
国家统一高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
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只
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
政治制度作用，才能保证党领导人民依
法有效治理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才能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就要贯彻
落实好“六个必须坚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
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
的重要优势。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新征程，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
运掌握在人民手中。要全面贯彻实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要加快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
展、保障善治；要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
督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
督；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做到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加
强人大自身建设；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
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这六个
方面重大部署，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确立
了重点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把
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
不断丰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特色、
时代特色，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展现出更
加旺盛的生机活力。

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优越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
征程上，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
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人大工作，不断推动新时代人大
工作迈上新台阶，我们就一定能为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有力的根
本政治制度支撑，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鑫飞越通信专营店遗失
中国联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
收据，编号：41250001-41250500，
41251001-41210500，41252001-
41252500，41252501-41253000，
声明作废。

●英州镇天堂村民委员会万福村
第六村民小组不慎遗失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
用社开立的法人私章（黄兹岸），特
此声明作废。
●吴晶晶、吴瑜，遗失坐落于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888号
七彩澜湾19A903房收据一张，金
额 为 ：壹 拾 万 元 整 ，编 号 为
9210682，声明作废。
●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不 慎 遗 失 健 康 证 书 ，号 码 ：
221000003634302，现声明作废。
●甘肃铁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在建行海口新海航支行预
留公章（6201025111020）、财务章
（6201025111021）、法人章（杨文
辉），声明作废。
●海南人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林
茂 冠 （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902199007083692）遗失二级
建造师注册证，注册编号：琼
246181903634，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高隆村民委员会
山景东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6750001，
账号：1011027400000184，特此
声明作废。
●万宁市礼纪镇竹林村民委员会
遗失万宁市礼纪农村信用合作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6500902,现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海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贵司于2020年4月11日签订的海

口玉湾施工项目《补充协议》，已停

工快一年了，我司已通过邮寄方式

通知解除合同，特此公告！并请贵

司速来我司办理已完成工程量结

算。 海南昕邦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海南天发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
公章及财务章备案书遗失，声明作废。
●崔亚雄遗失船名琼万渔27524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书，登记号
码：0527524号，声明作废。
●崔亚雄遗失船名琼万渔27524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登记号
码：0527524号，声明作废。
●王业学遗失船名琼万宁21610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书，登记号
码：0621610号，声明作废。
●王业学遗失船名琼万宁21610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登记号
码：0621610号，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坡村民委员会
遗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
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代码：
54469023ME1756740D)，声明作
废。
●澄迈白莲磊家石材加工场（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60000MA5T8
JRG0P）遗失公章和法人（李昌家）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李庆芬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英州镇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
国用（英）字第0235号，声明作废。
●李庆芬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英州镇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
国用（英）字第0033号，声明作废。
●李开辉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
469034201800687号，声明作废。

公告
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要
求，做好我县盈滨内海填海造地项
目用海处置工作，因联系不上海南
新澳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海
南梦幻岛船艇管理有限公司2家
用海企业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
目前尚未开展询问笔录工作，我局
依法发布公告，请上述2家企业自
公告登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派
人并携带证明文件或委托书等相
关手续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办理相关的有海处置手续,逾期
不来视为自愿放弃项目用海处置
工作。联系电话：13307519925，
黄先生。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5日

声明
我司于2021年7月29日与海南天

天益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

《资产转让协议》由于违约已于

2021年9月8日作废。如有因该

份协议发生的任何销售事宜与我

司无关。特此公告！

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公告
海南智适应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黄念、张俊香与你公司劳
动 争 议 案（海 琼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 172、173 号），并定于
2021年 12月 7日下午15时开庭
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
（琼山区椰海大道2-1号，琼山区
社保大楼三楼，椰海大道和椰合路
交叉口处双创广场内，联系电话：
0898-65852550）领取仲裁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以及
相关证据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1年10月16日

注销公告
海口少林文武小学拟向海口市民
政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校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

●文昌多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三家镇水流东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0）第02993号，
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昌文村委
会北山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土桥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7181203，声明作废。
●英州镇天堂村天堂一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用社开立的
当 选 证 书 （ 证 书 账 号 ：
211213001003500000387），法人
私章两枚（黄圣隆、胡亚仁），特此
声明作废。
●英州镇天堂村天堂二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用社开立的
当 选 证 书 （ 证 书 账 号 ：
211213001003500000231），法人
私章两枚（黄程、黄循月），特此声
明作废。
●英州镇天堂村民委员会坡村第
一村民小组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
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英州信用
社开立的当选证书（证书账号：
1006239900000184）、法人私章两
枚（祝帅、胡茂贵），特此声明作废。
●陈直权遗失警官证，警号为：
4605176，声明作废。
●海南省宇联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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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寻人启事
寻谈小江、谈小阳兄弟，见报速与
妈联系15396069316。

寻人启事

商铺转让
海口明珠广场3000平方米经营商

铺，成熟商圈，完善的业态配套现低

价转让。联系电话：18876733633

转 让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招租

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
司定于2021年 11月 16日上午9
点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华懋商
厦1327室召开董事会会议，下午3
点在同一地点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董事会和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题为：1.讨论决定如何配合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执505
号案件财产执行问题；2. 讨论决
定公司清算注销问题。望各位股
东、董事准时参加。联系人：沈军，
13683292204。海南神龙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通 知

广告·热线：66810888

通 告
我行定于2021年10月17日凌晨进行计算机系统升级，

17日凌晨4：00-7：30期间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

端停止对外服务，17日凌晨4：00-4：02以及6：00-6：15期

间我行所有业务均不能办理。

系统升级后如果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疑问，请通过

短信或电话方式咨询95588。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2021年10月16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10月19日

00:00－06:00对海口金盘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海口

金盘地区宽带上网使用将受中断1个小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六日

中海油新能源东方风电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竞买公告

因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海南省东方
市人民法院已于 2019年11月25日裁定受理对中海油新能源东方
风电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2020年6月19日，依法指定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担任本破产案件管理人。

管理人将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至2021年11月16日
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破产资产网络平台上进
行网络公开拍卖活动（网址：https://susong.taobao.com/）。标的
物为中海油新能源东方风电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站内备
品备件（详细情况见拍卖须知及标的物描述）。有意竞买者请登录网络
拍卖平台，竞买人需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和其他相关规定后报名参与竞买。管理人咨询电话：15201235982。

中海油新能源东方风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