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国家立法史册上留下许多高光时刻。从
出台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有关决定，到通过我国首部民法典；从完
善国家安全领域法律体系，到为未成年人撑起法律“保护伞”……

制定法律 9 件、修改法律 12 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
问题决定 12 件。这一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国家立法蹄疾
步稳，努力提高立法效率和质量，紧盯国计民生中的难点热点，
更具力度、温度和精度。

力度：立法重拳出击 护航
长治久安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使禁止食用野生动
物、取缔“野味产业”等积弊陋习
的呼声不断高涨。

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高效行使权力，通过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在抗击
疫情的关键时刻， 法律利剑出
鞘，全力斩断非法交易和滥食野
生动物的灰色产业链，为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这一年，国家安全领域立法
密集出击，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的决定， 明确宣示了国
家安全底线原则。 6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连续召开两次会议， 审议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法， 并决定将其列入香港基本
法附件三， 填补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方面的漏
洞。 一系列重磅立法，为确保“一
国两制” 行稳致远， 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提供了坚实后盾。

修改国防法、人民武装警察
法，制定海警法，为强国强军奠
定法制基石；专门制定一部反有
组织犯罪法提上立法日程，推动
扫黑除恶常态化、法治化，遏制

黑恶势力犯罪滋生蔓延；制定生
物安全法，直面生物技术现实威
胁，构建防控生物安全风险全链
条机制； 审议数据安全法草案，
解决数据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应
对数据国家安全风险……2020
年的国家立法，守护你我岁月静
好，护航国家长治久安。

温度：切中民生热点 守护
人间烟火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
时代”正式到来。

如何加强互联网时代个人
信息保护，高空抛物坠物难题怎
么监管，婚姻中的财产纠纷应该
怎样处理……这部包罗万象的
民法典，聚焦人民群众的现实关
切，为更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提
供全方位指南。

点菜要讲面子、吃饭得剩半
桌……这一年，针对群众关心的
食品浪费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
组成专题调研组， 分赴天津、河
北、山东等地，开展专题调研。

餐饮服务提供者要引导消
费者按需适量点餐，要提供小份
餐等不同规格选择……调研中
发现的问题和经验，最后体现在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中的一个个
条文，引发群众热烈点赞。

针对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的
问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严禁监护人将孩子“一托了之”，
要求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针
对群众担忧的“垃圾围城”问题，

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明确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国家将逐步实现固体废
物零进口……

立法有温度， 民生总关情。
2020 年的国家立法，关注民生热
点难点，守护人间“烟火气”、凸
显法治的“人情味儿”。

精度：瞄准发展痛点 织密
制度之网

近年来，不少低龄未成年人
恶性犯罪案件刺痛人心。 对此，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特定情
形、特别程序”的前提下，严重暴
力犯罪的 12 至 14 周岁未成年
人不再免除刑事责任。

对那些因不满法定刑事责
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孩子，新
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
确，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
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
育，专门矫治教育的专门场所实
行闭环管理。

一套精准的立法“组合拳”，

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又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长期以来，著作权维权“得
不偿失” 的问题困扰着许多原
创者。 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大幅
提高侵权违法成本， 规定对于
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的，可以适
用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惩罚性赔偿， 让原创者维权
更有底气。 此外，针对网络新业
态迅速发展的现状， 新修改的
著作权法将现行法律中“电影
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
创作的作品”的表述修改为“视
听作品”，进一步扩大著作权的
保护范围。

通过长江保护法，聚焦长江
流域生态安全，统筹推进长江流
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同
步修改国旗法和国徽法，增加国
旗、国徽使用场合规定，严禁损
害国旗、国徽尊严；通过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实现对公权力监
督的全覆盖，破解“政纪不适用，
党纪管不了” 的监督困局……
2020 年的国家立法，针对痛点精
准施策，织牢织密制度之网。

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立法将
往何处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
究室主任臧铁伟表示，未来国家
立法工作将进一步回应人民群
众新要求新期待，紧扣人民群众
广泛关注的就业、教育、医疗、社
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
环境、社会治安等领域，不断健
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

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国家
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
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
法治等重点领域立法，及时研究
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领
域的立法，保障新业态、新模式
健康发展。

走过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国
家立法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
印记。 发展永无止境，立法未有
穷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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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温度·精度———国家立法一年间

3 月 4 日下午 3 时， 全国政
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开幕会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

3 月 5 日上午 9 时， 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

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
要历史节点，在“两个五年规划”
衔接的特殊时间节点，中国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全国
两会如期而至，让人有一种“失
而复得”的欣喜与珍惜，更有一
种“重装上阵”的力量和信心。

两会如期开幕， 本身就是一
种胜利。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突袭大江南北， 成为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节奏被打乱
了。为了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2020 年全国两
会推迟召开。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
的齐心协力、顽强拼搏，一年后，
当数千名代表委员再次在早春三
月汇聚北京，肩负人民重托、共商
发展大计， 是对人民生活和经济
运行回归常态的有力宣示， 亦是
对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的胜利宣言。

各项事业发展如期，彰显强
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过去一
年， 在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

我们战疫情、抗洪涝，强改革、促
开放，抓脱贫、惠民生，保增长、
稳大局， 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
世界瞩目、 可以载入史册的答
卷：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
现经济正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全年发展主
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
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这份“如期”
背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关键时刻的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英明决断，有千千万
万个中国人在危急时刻的巨大
努力、无私奉献、敢于牺牲，有 14
亿中国人在奋斗征程上的齐心

协力、众志成城、久久为功。
答卷符合人民所期， 是对人

民承诺的如期兑现。 百年风雨苍
黄，百年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未变。 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从“全面小康路
上一个也不能少”，到“为了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
得出来”；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
“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从“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
亡”……人民至上的理念，贯穿着

党治国理政的实践。 人民的所思
所盼、所急所难，是共产党人接续
奋斗、创造奇迹的动力来源。

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只有新
的更高起点。“十三五” 圆满收
官，“十四五” 又将开启新征程。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就要
接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 在一次次的如期抵达
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淬炼、成长，
中国之治更加成熟；在一次次的
如期启航里，我们的伟大事业不
断开创新格局，通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 在 14 亿中国人民凝聚起
的磅礴力量的推动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如期
实现！ （据新华网）

读懂“如期”背后的中国之治

中国民法典诞生（新华社发 程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