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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 � �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
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高度评价
过去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
出的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对政府工
作的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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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
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方面取
得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 � �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张德江委员
长受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
高度评价人大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工作的
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
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行使立法
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完善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
和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工作的监督，加强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奋力开创新时代人大工
作新局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 � �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18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
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8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关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 � �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
法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8年工作建议，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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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
设，加强人民法院过硬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审判机关职能
作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 � �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
出的《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同意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
批准《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8年中央预算。

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 � � �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所作的工
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
检察院过去五年的工作， 同意报
告提出的2018年工作建议， 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
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 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
中、 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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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推进平安中

国、 法治中国建设， 加强人民检
察院过硬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检
察机关职能作用， 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

（均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新华社记者

“我将一如既往，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
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竭尽
全力，勤勉工作，赤诚奉献，做人民的勤务
员，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
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这是重若千钧的庄严宣示， 这是扬帆
远航的豪迈出征！

20日上午9时2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历史，再
一次在这里定格———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走到主席台
中央，向全场人民代表鞠躬致意，掌声经久
不息。

随即，他向近3000名人民代表、向全
国各族人民发表重要讲话———

“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真
正的英雄”“有这样伟大的人民， 有这样伟
大的民族，有这样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们
的骄傲”……

赤子心，赤子情。习近平浑厚有力的话
语，宣示着神圣的责任担当，彰显了真挚的
人民情怀，展现出无比自信的豪情壮志。

3天前，习近平以全票当选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掌舵中华巨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奋进新时代的
新航程。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二字，习近平始终念兹在兹。

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面时1500余
字的演讲，19次提到“人民”。

2017年10月25日，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的习近平这样强调： 历史是人民书
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

“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
人民书写的！”在迈入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
的讲话俯仰古今、大开大阖，纵览中华文明
上下五千年辉煌历史， 彰显出伟大中国人
民的自信自尊自强， 宣示着中国人民在长
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
精神。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穹顶璀璨，群星闪耀。习近平声若洪钟

的讲话，回荡在人民大会堂，掌声如雷，经
久不息。

这是一场新长征———党的十九大描绘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但
把蓝图变为现实，路还很长。

习近平告诫：“时间不等人， 容不得有
半点懈怠。”“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贪图安
逸、乐而忘忧，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发有为， 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
绩！”

“作为祖国北疆鄂伦春族聚居地，我们
的一些贫困村在脱贫攻坚战中已经整体脱
贫了， 但还要向着更富足的小康生活而努
力。”来自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
的张慧代表说，奋斗的步伐永不停滞，才能
在时代大潮中实现新梦想、创造新奇迹。

这是一次总动员———适应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 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

5年前两会上，习近平就在这里强调：中
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5年后，习近平再
次宣示：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
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精
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
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朝着到本世纪中
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要在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采取更大的力
度、更实的措施。

坚定的目光，雄浑的声音，激荡着澎湃
人心的力量。

这是一种矢志不渝的担当———中国共
产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 与人民同甘
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永远保持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这是一个众志成城的信念———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
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 是中华民族根本

利益所在。 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
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这是一份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人
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历来把自己
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
系在一起， 愿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
光普照世界。

“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家才
有力量。”

“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
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
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
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不到5000字的讲话，21次如雷掌声。
习近平铿锵有力的话语， 久久回响在人民
大会堂。

伟大的人民不负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
梦想引领伟大的事业。

步出会场， 海南省三亚市长阿东代表
心情澎湃：“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是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最好的纪念就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拿出更大决心和力度，在新的起点
上继续解放思想， 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
底。”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我们
要按照习近平主席说的， 万众一心向前
进。” 在江苏从事企业工作的徐镜人代表
说，每个人、每家企业都要奋斗新时代、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春风浩荡，红旗招展。
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国家博物馆，参观者

络绎不绝。河北秦皇岛市民于桂山走出“复兴
之路”展厅，难掩心中的激动，“伟大的中国人
民，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为祖国建设取得的
伟大成就无比自豪， 对国家的未来更加充满
信心！”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
下去，定能到达。

岁月为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砥砺向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13亿多中国人民必
将在共同奋斗中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万众一心向前进”！
� �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闭幕会讲话侧记

� � � � 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3月20日在北京
胜利闭幕。 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 积极建言献策 、
依法履行职责， 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决定充
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我们
向与会代表致以崇高敬意， 对大会的圆满成
功表示热烈祝贺！

这是一次民主、 团结、 求实、 奋进的大
会， 是一次体现人民意愿、 凝聚新时代共识、
鼓舞亿万人民朝着新目标开启新征程的大会。
大会审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
体现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总结了过去5年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
步， 明确了今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
务。 大会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
法， 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
新要求， 必将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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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 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
能优化和调整， 使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符合
实际、 科学合理、 更有效率， 必将为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的各项任务提供有力
组织保障。 大会选举和决定的新一届国家机
构领导人员， 结构更加优化、 活力更为增强，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重要组织保证 。 大会审议通过的监察法 ，
为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
监察体制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闭幕会上 ，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
深情讴歌我们伟大的人民、 伟大的民族、 伟
大的民族精神， 勉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始终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
工作， 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
光。 鲜明的执政理念， 深厚的人民情怀， 极
大鼓舞了亿万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关键就是要体
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益、 激发人民创造
活力， 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历史
和实践充分证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
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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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进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与时俱进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继续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
人民手中。

2018年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
法履职的第一年， 各位代表使命光荣、 责任
重大。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
的各项职责；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
权力； 坚持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
突出位置， 把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工作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 坚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 ， 依法行使立法权 、 监督权 、 决定权 、
任免权，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我们相信， 新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一定能够开拓进取、 奋发有为， 充分发挥
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优势， 保证国家统一高效
组织推进各项事业， 谱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新
篇章。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 星汉灿烂 ， 若
出其里。” 新时代的气象更加恢弘， 新时代的
征程更加壮阔。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弘扬中华民族的
伟大创造精神、 伟大奋斗精神、 伟大团结精
神 、 伟大梦想精神 ，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
扎实工作、 锐意进取，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断变为现实， 让中华民族的未来更加
灿烂辉煌。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载3月21日
《人民日报》）

肩负新使命
迈向新征程

———热烈祝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