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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记
（上接 A04 版）
“大伙儿的心气和干劲很
高，宏伟目标现在又有了法律
保障。我们一代接着一代干就
一 定 能 够 实 现 。”全 国 人 大 代
表、山东沂南县两泉坡社区党
总支书记李树睦认为，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在宪法层
面进一步明确，必将增强全国
人民的信心、激发斗志，凝聚起
踏上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
内容，彰显出我们为人类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的担当与自信
——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
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
1.8％上升到 15％左右；5 年来，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
献率已超过 30％；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
设立
亚投行……5 年来，中国为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持续努力，
不仅拓
展了自身发展的广阔空间，
也给
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
当今世界局势正遭遇百年
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的探索和
成就，正在为世界上那些既希
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
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
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俄新社评论称，中国此次
修改宪法正值改革开放迎来 40
周年之际，40 年来国际形势风
云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
体系正经历危机，此次修宪预
示着中国将继续奋力把自己建
为世界强国。

这是尊崇宪法地位、增强
宪法意识的过程——以宪法
修改为契机，自觉维护宪法权
威、保证宪法实施，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汇
聚磅礴伟力
这将是万众瞩目的时刻
——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
法定职责……”本届大会期间，
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将在人民大会堂向宪法庄严宣
誓，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批举
行宪法宣誓的国家领导人。
将“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
法 宣 誓 ”写 入 宪 法 第 一 章《总
纲》，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
确认下来，必将促使国家工作
人员更好树立宪法意识、恪守
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
宪法使命。
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坚实
的宪法保障——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维护宪法权威，必须抓住
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
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
范，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激励
“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都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宪
应该成为复合型干部，不管在
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
什么岗位工作都要具备基本的
法。
知识体系，法律就是其中基本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首都
组成部分”——3 月 10 日，在参
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
周年大会上，履新刚 20 天的习
总书记谆谆告诫党员领导干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部。
“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
公职人员增强宪法意识、
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带头依法办事，推动宪法实施，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才能带动全社会尊崇宪法、信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
仰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
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2018 年 2 月 24 日，中南海
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
怀仁堂。
须予以追究。
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宪法和
强化宪法实施和监督，保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
障国家法制统一——
集体学习。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我们学习的这个地方，同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为保
我国宪法有密切的联系。”习近
障法制统一、维护宪法权威提
平总书记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
供了坚实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
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在这里
南，有助于解决束缚法治建设
通过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就
的瓶颈问题，为深入全面推进
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提供强大动力。
进行学习，
具有特殊意义。
“如果缺乏有力保障，宪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的价值和功能就无法实现。”中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
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宪法实
认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目的
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
在于一旦出现违宪行为，能够
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 及时纠正，以保证宪法的全面
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
有效实施。
提高到新的水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3 月 12 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甘肃代表团在驻地审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甘肃日报记者 李小龙 摄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连续九年被评为
反洗钱工作“A 类”机构
在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对
2017 年甘肃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
工作考核评估中，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
被评为“A 类机构”，同时这也是我行连
续第 9 年被评为
“A 类”机构。
2017 年，甘肃省分行深入贯彻“风
险为本”的工作理念，加强反洗钱体系
建设，深化理论分析研究，创新工作思
维及方式，开展机构洗钱风险自评估工
作，在持续夯实反洗钱基础工作的同
时，
稳步提升全行反洗钱工作质效。
一是成立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实
现全省一点集中。省分行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完成监测分析中心挂牌运营，真
正实现集中做、后台做、专家做，完善全
行反洗钱体系建设。二是深化洗钱类

型分析研究，提升情报价值。建立可疑
交易全员报告机制，强化洗钱类型监测
分析，拓宽可疑交易线索来源范围，提
升情报准确性及线索价值。三是创新
宣传教育模式，提升培训质量。从解决
基层人员学习时间有限、理解困难的问
题为出发点，通过编纂《反洗钱合规手
册》、拍摄反洗钱宣传教育片、举办评级
大赛等方式，提升反洗钱培训质量及全
行反洗钱人员荣誉感。四是积极主动
完成机构洗钱风险自评估（ERA）。甘
肃省分行先于其他境内兄弟分行，联合
当地人行，通过开展全面、系统地评估
工作，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不
足，查缺补短。
（窦虹艳）

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
鹰表示，这次修改宪法是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合
宪性审查的良好契机，能够进
一步保证中央令行禁止，保障
宪法法律正确有效实施，维护
宪法法律尊严和权威，保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加强宪法教育、普及宪法
知识、弘扬宪法精神，让宪法如
春风化雨般沁人心田——
“学习宪法要从‘娃娃’抓
起。
”
代表委员们表示，
要引导青
少年从小掌握宪法法律知识、
树
立宪法法律意识、
养成遵法守法
习惯，
增强全社会的宪法观念。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
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
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有力的法治
保障体系，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
体系……站在新的起点上，
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日益宽广。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
量在心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启新征程。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与时俱进的宪法，必将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
实法治保障，汇聚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3 月 12 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住甘政协委员举行小组会议，围
绕热点问题议政建言。
甘肃日报记者 张铁梁 摄

浙商银行兰州分行举办
“智慧理财”论坛
3 月 10 日，由浙商银行兰州分行举办
的“智慧理财”论坛在酒钢大厦举行。当天
的论坛邀请到了央视经济评论员、北京富溪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维明先生，讲授在当
前的经济大势之下，投资者如何做好智慧理
财。此次论坛的举办，进一步加强了浙商银
行与广大客户的沟通与交流，充分发挥浙商
银行在金融创新、金融产品等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提高对客户的金融服务能力。
据悉，刘维明先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和 投 资 管 理 工 作 20 余 年 ，是 国 内 最 早 从
事国际市场投资的资深专业人士之一。
其独到的全球宏观视角和大局观、对市场
趋势和转折点长期极具前瞻性的精准预
判和把握，备受业内专业人士和投资者的
推崇。
“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对于广大投资

者来说，如何认识、怎样理解，怎样找准投
资机会，需要去深刻地思考，我行希望能
通过今天的论坛带给大家一些启示。”浙
商银行兰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申健在发
言时表示。
浙商银行兰州分行自 2010 年成立以
来，以充满活力的金融创新鼎力支持西北地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多种类灵动存
款、高收益可转让理财、高专业度私人银行、
全方位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个人金融业务和
服务优势，永乐理财系列、
“增金宝、财富云、
财市场”都在市场上引起了良好的口碑和赞
誉。分行年均复合增速位居当地金融同业
前列，树立起了以“大有、灵动、焕能”为特色
的浙商银行市场品牌。
（王思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