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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
依法履职谱写华章
保障代表
依法履职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林
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
（以下简称代表法）
实施 30 周年。1992 年 4 月 3 日，七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颁布实施该法。党的十八大以来，
河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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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实施
代表法，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
履职，代表工作质量和水平不断提
高。
倾听群众声音、反映群众意愿
是代表职责所在。为了让人大代
表及时了解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打通联系人民群众
“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全省共建
成代表联络站（点）9583 个，实现了
乡镇、街道建站全覆盖，17.1 万名
五级人大代表全部编组进站，成为
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民意窗”
“连
心桥”。2019 年 9 月，河南人大代
表网上联络站正式开通，将信息化
应用与代表履职和群众反映诉求
结合起来，实现了代表与人民群众
联系全天候、零距离。
组织人大代表参加视察调研，
是代表闭会期间的重要履职活动。
从当地视察到异地视察，从集中视
察到代表小组视察，从单一代表视
察到五级人大代表联动视察……近
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围绕乡村振
兴、科技创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中
心工作，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代表
视察调研内容更加丰富、方式更加
精细、成果更加明显，有力拓展了
代表参与人大工作的广度深度。
为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地依法
履职，
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河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
《关于进
一步密切省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联
系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的若干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省人大代
表工作的具体措施》等，
不断健全完
善代表工作制度机制，有效激发代
表履职的积极性、
主动性，
得到了代
表们的高度认同。
选出人民满意的人大代表是
贯彻代表法的应有之义。本月底
前，我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将
完成换届选举，依法选举产生 17
万余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

代表法知识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代表法知识

宣传活动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系列活动
营造浓厚氛围

■ 立法宗旨

本报讯 为营造全社会尊重人大代表、支持
代表履职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激
励代表积极投身加快南阳建设省副中心城市
的生动实践，南阳市人大常委会认真筹划，精
心组织，扎实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隆
■ 代表如何产生
重纪念代表法颁布实施 30 周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照法律
一是全面动员部署。市人大常委
规定选举产生。
会从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展
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的高度，
统一思想认识，把开展好“纪念代
■ 代表地位
表法实施 30 周年”系列活动摆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
重要议事日程，成立高规格领
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
导小组，科学制订活动方案，
明确了 7 项专题活动内容
和具体时间安排。二是发
■ 代表性质
挥示范作用。市人大常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
会向市人大代表发出“代表
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
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进联络站开展活动”提醒函，
常委会领导率先垂范，带头深入
■ 三次修正
联系的代表联络站开展宣传代表
第一次修正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法、接待选民活动，深入了解民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倾听民情、集中民智，共召开座谈会 9
修改第三十九条第三款内容
次，接待群众 200 余人，征求到改进常
第二次修正 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委会工作的意见建议 21 条。三是营造浓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厚氛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生起发表
补充完善部分规定，明确代表权利义务，细化闭会期间
《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助力副中心城市建设》
代表活动方式，
强化代表履职保障措施
署名文章，引发代表广泛热议和强烈共鸣。在
第三次修正 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机关醒目位置设置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并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在南阳人大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发布活
语言更简洁；逻辑更严密；突出乡镇人大职能；
动信息 20 余条，选工委、代表室整理制作代表法学
强调人大的监督与被监督
习读本，发至每位代表学习研读，研究室筹划 3 期《南
阳人大》增刊，专题刊登主任感悟、委员感想、代表感
言，进一步营造了宣传贯彻代表法的浓厚氛围，推动活
结合本职工作
动不断走深走实。
（刘相甫）
代表法第一条规定：
“为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履行代
表的义务，
发挥代表作用，
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交流履职情况
本报讯 4 月 2 日，唐河县临港街道人
大联络处组织辖区市、县代表，在街道人
大代表联络站召开代表法颁布实施 30 周
年座谈会，就加强和改进街道人大工作、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听取代表意见建
议。与会代表首先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随后结合本职工作，围绕代
表 法 颁 布 实 施 30 周 年 进 行 座
谈，立足代表岗位热烈交流履职
情况和履职感受，并围绕做好新时
代 人 大 工 作 、更 好 发 挥 人 大 代 表 作
用、进一步提高履职效率说体会、提建
议。
（王英东 韩潇）

▶代表法颁布实施 30 周年之际，舞阳
农民画创作者魏旭通过农民画来展现人大
代表的良好形象，
让代表法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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