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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2021 年 11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 106 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 2021 年 12 月 23 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07 次委员长会议修改 2022

年 4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14 次委

员长会议修改） 

  2022 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具有重

大而深远意义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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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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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立法工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建党百年之际召开的一次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回顾了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十个坚持”总结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

历史经验。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具有决定性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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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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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总结、系统

阐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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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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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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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努力方向。要

https://www.pkulaw.com/chl/4fe4d3a93e02fbc0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4fe4d3a93e02fbc0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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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以实际工作成效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立法工作的历史使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中央领导下行使国家立法

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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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使立法工作更好服务国家改革发

展稳定，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贯彻实施

宪法，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维护

宪法权威和尊严。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着力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

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

法律制度，助力解决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事关人民福祉的紧

要问题。丰富立法形式，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的针对

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切实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

备、统一权威。  

  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做好法律案审议工

作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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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专项立法

修法工作计划，与中央有关方面的工作要点、计划相衔接，将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提

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对 2022 年法律案审议工作作如

下安排： 

  围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机构组织制

度，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立法法、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

则、行政复议法等。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塑造发展新

优势，修改科学技术普及法、铁路法等。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

对外开放，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修改反垄断法、公司法、企业

破产法，制定期货和衍生品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民事强

制执行法、关税法等税收法律等。围绕加强民生领域立法，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修改职业教育法、体育法、学位条例、文

物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学前教育法、社会救助法

等。围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畜牧法、矿产资源法，制定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法等。围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制定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金融稳定法、能源法

等。围绕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

https://www.pkulaw.com/chl/81df6ac08d8cf1c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81df6ac08d8cf1c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10001169a7ccb7e2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9073d435178b963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617c8456f5ea8688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617c8456f5ea8688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445b048812af683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445b048812af683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497d709c9225b1e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ad645299531fcc5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7ecf92386b16541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503218397088141c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aec0c211a78989e9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169182ebd58903e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169182ebd58903e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e087c9090e8d819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e6229f3998074b1c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6d4740f1ed010df2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da6b6535cd67e87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da6b6535cd67e87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f20e7cd055022d39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20f59ac63eeb54a8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bbf069f9f13d7f88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bbf069f9f13d7f88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38b843998c7c480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b02b3831ee2f3423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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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

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围绕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事诉讼

法，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 

  （一）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 件） 

  1.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修改）  （已通过） 

  2.期货和衍生品法           （4 月） 

  3.职业教育法（修改）            （4 月） 

  4.体育法（修改）           （4 月） 

  5.黑土地保护法                  （4 月） 

  6.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       （4 月） 

  7.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6 月） 

  8.反垄断法（修改）          （6 月） 

  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改）（6

月） 

  10.黄河保护法            （6 月） 

  11.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      （6 月） 

  12.畜牧法（修改）          （8 月） 

  13.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改）     （8 月） 

  14.公司法（修改）          （8 月） 

https://www.pkulaw.com/chl/b34b627b643cd519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fb552971923850b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f7d553cd7d8a970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d9485d6dac8d69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1095cd22312af2f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3ce82cb92ee006b6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3ce82cb92ee006b6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81df6ac08d8cf1c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81df6ac08d8cf1c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e087c9090e8d819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e6229f3998074b1c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f20e7cd055022d39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503218397088141c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445b048812af683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d9485d6dac8d69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38b843998c7c480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f7d553cd7d8a9707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aec0c211a78989e9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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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       （10 月） 

  （二）初次审议的法律案（24 件） 

  1.立法法（修改） 

  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修改） 

  3.国务院组织法（修改） 

  4.企业破产法（修改） 

  5.行政复议法（修改） 

  6.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 

  7.学位条例（修改） 

  8.文物保护法（修改） 

  9.传染病防治法（修改） 

  10.国境卫生检疫法（修改） 

  11.矿产资源法（修改） 

  12.铁路法（修改） 

  13.民事诉讼法（修改） 

  14.科学技术普及法（修改） 

  1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1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17.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18.学前教育法 

  19.关税法等税收法律 

https://www.pkulaw.com/chl/bbf069f9f13d7f88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9073d435178b963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617c8456f5ea8688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10001169a7ccb7e2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169182ebd58903e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497d709c9225b1e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1095cd22312af2f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6d4740f1ed010df2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da6b6535cd67e87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b34b627b643cd519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fb552971923850b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b02b3831ee2f3423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7ecf92386b16541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3ce82cb92ee006b6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ad645299531fcc5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20f59ac63eeb54a8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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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金融稳定法 

  21.能源法 

  22.粮食安全保障法 

  23.社会救助法 

  24.民事强制执行法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

障、完善涉外法律体系、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等，要求制定、修

改、废止、解释相关法律，或者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

关决定的，适时安排审议、继续审议。研究启动条件成熟的相

关领域法典编纂工作。 

  （三）预备审议项目 

  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

中国人民银行法、反洗钱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会计法、国防

教育法、反间谍法、人民警察法、教师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慈善法、仲裁法，制定耕地保护法、不

动产登记法、药师法、电信法、医疗保障法、机关运行保障

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人员法、危险化学品安全法、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网络犯罪防治法，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公平竞争、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由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研

和起草工作，视情安排审议。 

  （四）做好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相关工作 

https://www.pkulaw.com/chl/74b469aedc9b119f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c42fffd534ac8f10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fcd28ac98601200f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6ef17e7f489f19a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b3921ca24d330f50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baff2109c24038ec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1e86c873697cef40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228b2e66ecab84a4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228b2e66ecab84a4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eff4fdc4b2f3457c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24c23cf279e4fc8a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36cd7defa7f5b512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174b2b5043ca235d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5a4d620711e191a1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5df107e39adb063f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83c8fbd6da8a6eb8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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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立法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

行先试的，依法及时作出授权决定或者改革决定。对正在实施

的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实践证明可行的，由有关方面及时依

法提出修改或者制定有关法律的议案，适时安排审议，或者结

合相关立法工作统筹考虑。 

  需要考虑的授权决定 1 件：2019 年 10 月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

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2022 年 12 月实施期限

届满。 

  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和

效率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

为立法工作的最高政治原则，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严格执行向党

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党中央确定的重大立法事项，以及立法中

涉及重大体制、重大政策调整问题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立法工作计划按照要求提交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委员会审议。落实宪法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推动党

的领导入法入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立法充分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和

要求。 

https://www.pkulaw.com/chl/f05be62d5ee2909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f05be62d5ee2909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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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立法

规划计划工作，统筹推进立法重点工作任务。发挥人大在确定

立法选题、组织法案起草、审议把关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全国

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牵头起草法律案，要主动与

有关方面做好沟通，同时配合国务院等有关方面牵头起草法律

案。一些重要立法项目，必要时成立立法工作专班，协调推动

立法进程。发挥好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机构沟通机制作用，

做好法律案审议准备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律草案审

议修改中积极研究采纳代表、委员的意见，更好发挥立法机关

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法律解释

工作，做好法律询问答复。发挥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

法规、规章等多层级作用，完善法律配套规定督促工作机制，

保证法律有效实施。 

  在立法中贯穿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通过立法为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健全吸纳民意、汇

聚民智的工作机制，确保立法各个环节都听到来自人民群众的

声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渠道充

分听取人民群众的立法需求。适当增加立法联系点数量，发挥

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直通车”的作用。不断改进法律草案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加大宣传推送力度，丰富参与方式，完

善意见反馈机制。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立法调研工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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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决策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做好法律通过前评估工

作，对立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立法听证、第三方评估工作。 

  拓展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把握代表机关

的定位，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认真听取和研究代表对立法

的意见建议，使立法更好地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

生。完善代表参与立法工作制度机制，邀请代表参加立法座

谈、立法调研、法律通过前评估等立法工作。将代表议案建议

办理融入立法工作，更好发挥相关领域或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

代表作用。多渠道与代表交流沟通，与提出议案建议的代表加

强联系，和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充分

利用人大代表信息化工作平台。 

  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强化对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法治保障，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

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等重要领域立法，

加快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

域立法步伐，加强民生领域立法，回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填补法律制度薄弱点和空白区。推进涉外专门立法，

完善涉外条款规定，补齐涉外法律制度短板，加快涉外法律规

范体系建设。 

  不断丰富立法形式。在确保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

法工作步伐，统筹立改废释纂，发挥不同立法形式在完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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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作用。既注重“大块头”，也注重“小

快灵”，从“小切口”入手，解决老百姓关注的现实问题。针对

“放管服”改革等方面的需要，采取打包形式修改相关法律。把

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作出授权决定、改

革决定，保障各领域改革创新，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

有据。探索建立定期修改法律的制度，研究法律清理工作，对

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律进行修改、废止，增强法律之

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

施，要健全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

体制机制，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规则得到全面实施。

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完善法律草案的合宪性

审查程序机制，提高合宪性审查工作质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

行为。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

关切。各级国家机关要不断增强宪法意识，依法行使职权，保

障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自觉维护宪法权威和国家法治统

一。 

  积极开展宪法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2022 年是我国现

行宪法公布实施 40 周年。系统回顾我国宪法发展的光辉历程，

全面总结现行宪法实施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加强宪法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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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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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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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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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有关宪法制度的理论研究，阐释好中国宪法理论。采取多

种形式加强宪法宣传，讲好中国宪法故事，弘扬宪法精神，不

断提高全社会的宪法意识、法治意识。 

  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进一步完善主动审查的机制

和方式，加大主动审查力度。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

法律的实施，及时开展法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专项审

查和集中清理。做好公民、组织等审查建议的研究、处理和反

馈工作。推动各级人大常委会建立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

况报告制度。加强同其他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之间的衔接联动，

提升备案审查工作整体成效。积极发挥备案审查专家委员会作

用，加强备案审查理论研究，提高审查工作质量。加大对地方

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的指导，开展培训和案例交流，提升

备案审查工作能力水平。拓展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功能和使用范

围，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建设规范性文件数

据库。  

  五、认真落实“四个机关”要求，服务保障新时代立

法工作 

  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坚持立法工作的第一属性是政治

性，始终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历程创

造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https://www.pkulaw.com/chl/7c7e81f43957c58b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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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党的奋斗历程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坚定信念，用党的

历史经验砥砺品格，按照政治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

关、代表机关的定位和要求，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

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加强新时代立法理论研究。做好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推进区域协同立法、流域立法、

共同立法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深化国际法和涉外法律研究，为

完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推动与中国法学会、科

研院所、高端智库的联系交流和良性互动，健全工作机制，加

强研究成果开放共享和转化运用。讲好法言法语，完善立法技

术规范，提高立法精细化水平。 

  讲好人大立法故事。结合立法有关工作，加大中央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宣传力度。把立法工作同普法工作有机结合，

做好重要立法项目、重大时间节点的立法宣传。充分发挥法工

委发言人机制作用，定期发布立法信息，及时回应社会热点问

题，强化舆论引导。创新宣传形式，拓展宣传渠道，利用新媒

体、新技术为立法宣传赋能，增强立法宣传的亲和力、实效

性。加强法律文本英文翻译工作，展示我国法治建设成就，提

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好、运用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为人

民群众提供权威便利的公共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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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地方立法工作的联系指导。举办第二十八次全

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办好立法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中央

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交流立法经验，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

精选地方立法典型经验和优秀立法例，编发法制工作简报，增

进经验交流。在立法规划计划、法律询问答复、立法理论研

究、立法宣传、立法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工作联系指导，推动

严格遵循地方立法权限，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

署，提高地方立法针对性，着力解决实际问题。 

  打造高素质立法工作队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大

工作队伍提出的“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

勤勉尽责”的标准要求，落实党中央关于法治人才培养决策部

署，多渠道、多岗位选拔使用优秀立法人才，推动与党政部

门、司法部门干部之间的合理交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运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全面提高干部的政治

素质和业务能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

现新作为、作出新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