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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宪法知识 增强法治意识

按 语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

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坚持依法治国首

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今年12月4日是第4个国家宪法日，12月

4日-10日是上海市第29届宪法宣传周。为进一步弘扬宪法

精神，树立宪法权威，形成全社会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风尚，特编写本期宪法知识问答，以飨读者。

区法宣办

问：什么是宪法？

答：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通

常规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

度，国家机关组织活动原则，公民基本

权利义务等内容。

问：我国宪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答：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于1954年9月20日在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共

4章106条。

问：建国以来我国共颁布了几部

宪法?

答：4部宪法。1954年宪法、1975

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

问：现行宪法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答：1982年 12月 4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大

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为我

国现行宪法。

问：现行宪法进行过几次修改？

答：共进行过四次修改，分别是

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

问：我国现行宪法由哪几部分组

成？

答：序言，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

构，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问：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为党的

领导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

则、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民主集中制

原则。

问：宪法的权威怎样体现？

答：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

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

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

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

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问：宪法与普通法律有什么区

别?

答：（1）宪法规定的内容与普通法

律不同。普通法律只是国家生活或社

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行为规范，而宪

法规定的则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

任务，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

方面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

（2）宪法的法律效力与普通法律

不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3）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与普

通法律不同。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

采取比普通法律更为慎重的态度和更

为严格的程序。

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什么?

其常设机关是什么?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

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问：我国由哪个机构负责宪法解

释？

答：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

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何修改

宪法？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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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

为多少年?

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

五年。

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怎样产

生的？

答：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全国人民监督。

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哪

些?

答：（1）修改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

的权力；

（2）立法权；

（3）任免权；

（4）重大问题决定权；

（5）监督权。

问：全国人大代表有哪些权利？

答：（1）提议案权；

（2）审议权；

（3）表决权；

（4）质询权；

（5）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

利；

（6）执行职务受保障的权利。

问：全国人大代表应当履行哪些

主要义务？

答：（1）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

法和法律的实施；

（2）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

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

要求；

（3）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问：我国宪法日是几月几日？

答：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将

12月 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

动。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

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

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

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

向宪法宣誓。

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如何行使

权力？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

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问：我国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

保护是如何规定的?

答：（1）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

受侵犯；

（2）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

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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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国宪法就土地问题是如何

规定的?

答：（1）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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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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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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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

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问：什么是国体?

答：国体亦称国家性质，即国家的

阶级本质，它是由社会各阶级，阶层在

国家中的地位所反映出来的国家的根

本属性。

问：我国的国体是什么?

答：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

问：什么是政体？

答：政体又称政权组织形式，它是

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统治阶

级按照一定的原则组成的代表国家行

使权力以实现阶级统治任务的国家政

权机关的组织体制。

问：我国的政体是什么？

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问：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

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我国

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本质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

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民主选举的

方式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人民代表大会为

基础，组成整个国家机构，实现人民当

家作主的制度。

问：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什么?

答：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制度。

问：我国的国家机构实行什么原

则?

答：我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

制的原则。

问：什么是公民?

答：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

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

法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

我国宪法第 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

问：公民年满几周岁具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答：18周岁。

问：我国宪法如何保障公民的人

身自由?

答：（1）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

犯。

（2）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

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

公安机关执行，不受搜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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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哪些

基本权利？

答：（1）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3）宗教信仰自由；

（4）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

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

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5）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

和取得赔偿权；

（6）参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和

教育的权利；有劳动权、休息权、退休

享受生活保障权；

（7）其它权利。

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应履行哪

些基本义务？

答：（1）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

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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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

益。

（4）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

民兵组织。

（5）依照法律纳税。

（6）劳动的义务。

（7）受教育的义务。

（8）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

义务。

（9）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

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

义务。

问：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有何特点？

答：（1）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广

泛性；

（2）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

性；

（3）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现实

性；

（4）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致

性。

问：我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原

则包括哪些内容？

答：（1）民族平等；

（2）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3）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4）语言平等。

问：我国对外政策的五项原则是

什么？

答：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

什么?

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

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

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

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问：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

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问：国家象征包括哪些？

答：国家象征是一个主权国家的

代表和标志，主要包括国旗、国徽、国

歌和首都等。

问：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

什么？

答：普遍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直

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的原则、无记

名投票的原则、选举权的保障。

问：我国对选民资格如何规定

的?

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

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

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

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

（2）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问：破坏选举的行为包括哪几种？

答：（1）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

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

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2）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

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3）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

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4）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

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

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