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全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上都是第一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作出的重大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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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六个必须”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人大会议精神，确保人大工作始终紧跟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

求实际。注重立法质量，夯实法治根基；
聚焦重点领域，提升监督质效；优化服务
保障，强化代表责任；做好任免工作，规范
工作程序；切实履职尽责，强化自身建
设。让每一部法律都装满民意、让每一次
监督都关乎民生、让每一次代表工作都饱
含民情、让每一次任免都彰显民主。

人大是人民的人大，民主是全人类的
价值。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始终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人大工作，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在首府
的大地上！

包头市人大常委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党对人大工
作的全面领导，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坚决
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
委的相关要求，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突出地方立法特色，加强重
点领域立改废工作。拓宽法规立项建议征
集渠道，充实立法项目库，以良法促进发
展、保障善治。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依法监督。重点做好营商环境、碳达峰碳

中和等领域监督，完善“智慧人大”系统功
能，实现“智能监督”。创新监督方法，增强
监督效果，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按要求完成
换届选举任务，加强“人大代表之家”建设，
落实“双联系”制度，提高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质量，引导代表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
智、惠民生。按照“四个机关”的要求，全面
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提升人大干部干事创业
的本领和能力，继续推进工作创新，不断提
升人大履职能力和水平。

党中央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在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史上、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作用。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一要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
过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专题报告、班子
成员讲学领学、研讨交流、专题培训等方
式，推动学习贯彻向全体干部、广大代表
延伸拓展。二要坚持党委领导，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精准对接改革所向、发展
所需、群众所盼，切实把人大依法履职与

推动党委决策贯彻落实更好结合起来。
三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把
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到立法、监督、决定
重大事项、人事任免的各个环节，把代表
工作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依
托，依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
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四要坚定“四个
机关”定位、加强自身建设。逐步健全更
加适应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制度体系，不
断提升人大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智能化
工作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必
须牢牢掌握的强大思想武器。乌海市人
大常委会将把学习贯彻会议及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坚定不
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的全过
程、各方面。二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
深入推进科学民主依法立法，努力提高
立法质量和效率。聚焦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加强监督，推动
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问题得
到解决。有效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更
好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强化基层阵地建
设，完善“人大代表之家”联系服务群众
的平台功能，畅通民主民意表达渠道，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三要切实加强
自身建设。抓好理论学习，坚定制度自
信，提升政治站位，把牢前进方向，努力
打造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政
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

赤峰市人大常委会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扎实抓好贯彻落实。一要深刻把握
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坚持重
大事项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制度，切实把
党的领导作为依法履职的内在要求，贯穿
于人大工作的全过程、覆盖到人大工作的
各方面。二要深刻把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把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环节有效贯通起来，不断扩大
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
面各环节全过程。三要深刻把握推进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方向和重
点。要突出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
权力这一职责定位，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
设，推动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群
众制度化规范化，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支
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机关”的重
要论述，不仅是对人大自身建设的准确定
位，更是对新时代地方人大履职尽责的根
本要求。作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政治机关，地方人大就要旗帜鲜明、坚定不
移贯彻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把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结合起来，紧紧围绕履职加强政治引领，确
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确保人大代表
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就要不断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

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依法作出决议决定，确保实现科学化、
民主化决策。作为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
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地方人大就要真
正扛起法定监督责任，不断改进监督方式，
提升监督质效，做到正确监督、有效监督、
依法监督，以高质量监督服务发展大局、保
障民生福祉。作为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
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地方人大就要坚持代
表主体地位，不断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
丰富代表联系群众内容形式，推动解决好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要全面、系
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以强化政治建设为统领，努力打造自
觉坚持党对人大工作全面领导的政治机
关。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始终
把市委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科学拟定培训计划，认真组织学习，使
每一位代表和人大工作者熟练掌握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髓要义。以推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为目标，努力打造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广泛开展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阐释，全面推动宪法法

律贯彻实施。结合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充
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以履行法定职责为
抓手，努力打造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
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科学谋划今后五年
的立法规划和明年的立法计划。紧紧围绕
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升人
大监督的质效。以人民至上为根本，努力打
造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
关。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使
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人大立法、监督、代表
工作中来，营造全社会拥护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支持地方人大工作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锡林郭勒盟人大工委党组将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相结合，认真组织全盟
各级人大开展学习研讨，联系实际把握
精神实质；多渠道宣传阐释会议精神，提
高全社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地位
和作用的认识；牢牢把握“八个能否”“四

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重要标准，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
方面各环节全过程；围绕建设让党中央
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四个机关”定位
和要求，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提升履
职能力；聚焦党中央决策和自治区党委、
盟委部署，找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以
全盟各级人大的生动实践，把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
加快推动锡林郭勒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党中央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在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阐
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丰
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内涵，揭示了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本质特征，指
明了在新征程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的根本方向，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人大工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思想遵循和
行动指南。

作为一名地方人大常委会领导干部，

我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站稳人民立场，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各项工作中，将人民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
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保证人大
各项工作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切实做到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代表人民依法高质量
行使好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和任免权，
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加强人大自
身建设，努力打造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
众满意的政治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工作
机关、代表机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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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篇充满马克
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纲领性文献，是做好人
大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力量源泉。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
好。一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坚持党的领
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把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维护

宪法权威和尊严，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
督权，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要
求，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二要
深刻领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
和实践，积极发挥人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中的重要作用。三要加强人大“四个
机关”自身建设，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依法完成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高
起点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新时代
兴安盟人大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和
实践内涵，是新时代指引我们不断加强
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根本遵循。人大阿拉
善盟工委将以推进“四个机关”建设为抓
手，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到具体工作中，不断践行好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时代内涵。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
一最高政治原则不动摇，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打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机
关。二是坚持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念的认识和把握，把人民当家做主体现
在贯彻执行、决策部署、监督落实各环
节，打造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权力
机关。三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有效行使依法
监督权，更加有为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更
加有效推动法治建设，打造全面担负宪
法法律赋予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四是
坚持不断强化人大代表工作，深入推进
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不断扩大人
民有序政治参与，打造始终同人民群众
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
发表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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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任务，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地方人大必须深刻领会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奋力做好新时代
人大工作。一是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委决策部署，严格执行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做到人大工作与党

委在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
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二是尽
职尽责发挥人大作用。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改革攻坚任务深入推进，民生福祉持续
改善。三是与时俱进强化自身建设。紧扣
建设“四个机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地方人
大思想作风、履职能力和制度体系建设，努
力把工作能力切实转化为履职实效。

把全过程人民民主
写在首府的大地上

●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常培忠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强化人大履职新担当

●包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乌云

坚定制度自信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继荣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兴安盟工委主任 徐卓

紧扣“四个机关”要求
履行好地方人大职责

●通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纪强

深入学习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赤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华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锡林郭勒盟工委主任 王永明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持续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工作

●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占林

坚定制度自信 强化使命担当
奋力开创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

●乌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雪涛

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不断提升地方人大工作质效

●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史良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力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

●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玉林

以“四个机关”建设为指引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阿拉善盟工委主任 王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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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先后对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各盟市人大积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各盟市人大主任纷纷撰文书
写学习体会和心得感受，掀起了学习贯彻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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