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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法律明白人

我县举办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启动仪式暨如东县第八个国家宪法日活动

编者按：2021 年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八个国
家宪法日，11 月 29 日至 12 月 5 日是第四个宪
法宣传周。今年“宪法宣传周”的活动主题是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围绕这一主题，县
司法局开展三大活动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弘扬宪法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的信念。

12 月 2 日上午，中共如东县委政法委、如东县法宣办以“弘扬
宪法精神·争做法律明白人”为主题联合举办了“乡村振兴·法治
同行”
启动仪式暨第八个国家宪法日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上，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蓉蓉对“乡村振兴·法
治同行”工作以及宪法宣传周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全县政
法系统以及涉农相关部门，特别是基层治理力量，提高思想认识，
切实增强使命担当，深入贯彻上级精神，采取有效举措，统筹推进
活动任务，合力为推进我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服务和
法治保障，并要求在活动中扩大宣传效应，提高活动影响力。

我与宪法有约
12 月 1 日，在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县司
法局、县掘港小学联合开展了“请党放心，法
治中国，建设有我”的“宪法进校园”主题活
动，以寻访全国先进人物的形式，了解基层
司法行政工作，引导青少年弘扬宪法精神，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争做强国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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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法治实践

④县司法局：法律明白人骨干培育提

升工程

⑤县农业农村局：
法治护航惠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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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一、什么是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
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人
们行为的基本法律准则。宪法作为
国家的根本法，它是其他法律、法规
赖以产生、存在、发展和变更的基础
和前提条件，它是一个国家独立、完
整和系统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一个
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石。
二、什么是公民？
《宪法》第 33 条规定，凡是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
三、宪法有哪些主要特征？
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既具有
一切法律的共同特点，又具有与一般
法律不同的特征，
主要是：
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
法的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
问题，它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
任务、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是一切
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
第二，宪法是制定法律、法规的
依据。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和规章都要以宪法为依据。
第三，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浸润法治文化

2021 年度如东县法律明白人专题培训开课

宪法宣
传周期间，我
县 各 镇（区、
街道）把习近
平法治思想
学习宣传与
宪法宣传结
合起来，专题
讲座、广场宣
讲、宣传资料
传递等活动
相继开展。
推动了习近
平法治思想
深入人心、落
地生根,掀起
了习近平法
治思想学习
宣传的热潮。

规和规章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四、宪法的修改程序有哪些具体
规定？
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所以
宪法的修改程序比一般法律的修改
程序更严格。
《宪法》第 64 条规定：
“ 宪法的修
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
数通过。
”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
五、我国宪法就土地问题是如何
规定的？
《宪法》规定：
（一）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二）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
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
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
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
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
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
规定转让。

宪法小课堂
（五）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
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六、我国宪法如何保护公民的私
有财产？
《宪法》规定：
（一）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
受侵犯。
（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
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
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七、我国宪法如何保障公民的人
身自由？
《宪法》规定：
（一）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二）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
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
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搜捕。
（三）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
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
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八、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以下
基本权利：
（一）平等权。即公民平等地享有

权利，
不受任何差别对待，
要求国家同
等保护的权利。它包括公民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和禁止差别待遇。
（二）政治权利。即公民依据宪
法和法律的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的行为可能性。它包括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
行、示威自由。
（三）宗教信仰自由。即公民依
据内心信念，自愿地信仰宗教的自
由。它包括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
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
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
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
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
由；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
由；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
由。
（四）人身自由。又称身体自由，
即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侵犯的自
由。主要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
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
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秘密
和通讯自由受法律保护。
（五）社会经济权利。即公民依

照宪法的规定享有的具有物质经济
利益的权利。它主要包括公民合法
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劳动就业权
和取得报酬权，休息权，在年老、疾病
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从国家和
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六）文化教育权利。即文化与
教育领域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受
教育的权利、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
从事文艺创作的权利与从事其他文
化活动的权利。
（七）监督权。即公民监督国家
机关及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具体包
括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
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
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
举的权利。
九、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义
务有哪些？
基本义务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
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它决定公民在
国家生活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我
国现行宪法第 52 条至第 56 条规定公
民有以下基本义务：
（一）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
义务。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是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禁
止任何民族歧视和压迫。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具体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
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
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的义务。主要是指公民必须树立祖
国安全高于一切的观念，同一切损害
祖国尊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
斗争；保护国家的声誉和荣誉不受损
害；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文
面的利益。
（四）保卫祖国和依法服兵役的
义务。主要指：保卫祖国、抵抗侵略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
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
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
义务。
（五）依法纳税的义务。税收是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
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都有依
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六）其他义务。主要指的是受
教育的义务和劳动的义务。也就是
说，适龄的未成年人必须接受学校教
育；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必须参加
社会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