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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泽政法 07

法治宣传教育历来是“法治盛泽”建设的
重要一环。今年是“七五”普法实施的第三
年，盛泽镇法治宣教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以来，该镇司法所以精准普法、法治文化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等为抓手，以提升公众安
全感和法治建设满意度为工作主线，加大力度
持续开展法治宣教工作，着力推进平安法治融
合共建，助推“法治盛泽”建设取得新成效。

活动丰富多彩 推动精准普法

今年以来，盛泽镇继续深入推广法治宣教
进基层工作,将普法与民生相结合, 做到真正的
普法惠民。该镇政法和社会管理办公室针对社
会各阶层、各群体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普法宣传
活动，突出重点对象，进一步实现精准普法。

盛泽镇多次开展非法集资风险防范专项宣
传、国家安全法宣传、劳动法宣传、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宣传等活动，以法律政策宣传、案例
解读等形式，促使群众积极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在区司法局的组织安排下，盛泽镇公、
检、法、司等部门还在盛泽东方纺织城开展了

“德法涵养文明·共建绿色生活”活动，宣传了
环境保护、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法律法规。

盛泽镇为全镇43个村（社区）配备17名律
师作为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为构建
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截至目前，法律顾问共为群众提供法律服
务400多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法律咨询、审
查合同、调解纠纷、法律讲堂、法治培训等，
服务群众上千人次。

繁荣法治文化 深化“法律六进”

今年以来，盛泽镇积极创新普法宣传方
式，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促进法治文化繁荣，
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更好地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盛泽镇构建“一镇一品”法治文化圈，高
标准打造大型户外法治文化阵地——黄家溪村
法治文化公园。法治文化公园将建有迎宾广
场、廉爱园、民主法治长廊等，将法治文化元
素与村庄风貌相融合，契合农村本地历史文
化，并呈现出苏式风格，让村民学法、知法，
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法治文明建设中来。

盛泽镇以黄家溪法治公园、盛虹五位一体综
治分中心、盛泽镇青少年平安法治宣传教育基
地、舜湖社区综治分中心、法治宣传长廊等法治
文化宣教阵地为平台，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
动”。该镇司法所根据各个时间节点，走进企
业、商会、学校、村（社区）等单位，通过校园
广播、法治讲座、“以案释法”、法律咨询、法律
宣讲、发放材料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让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在
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学法、懂法、用法”的热
潮。

盛泽镇司法所还组织拍摄了微电影《“我与
宪法”——宪法常伴吾左右》。影片以小学生、
中学生、村官、军人、司法所工作人员、私营企
业主6位主人公自述的方式说明了宪法对于人民
群众的重要意义。盛泽镇通过创作法治文化作
品，大力开展宪法宣教工作，展现了该镇在全力
打造“中国纺织第一镇”标杆，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加大力度推进“平安盛泽”“法治
盛泽”建设的工作成效。

党建法治有机融合 抓好宪法宣教

今年以来，盛泽镇紧抓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进一步发挥法治宣传的基础先
导功能。该镇着力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严格
中心组学法、会前学法等制度，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做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自觉尊崇
者、模范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党建工作与
法治建设的有机融合。

盛泽镇还积极组织全镇在职在编领导干
部、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加江苏省
机关第六届“万人学法”竞赛活动，进一步提
高了公务人员的法治思维和法律素养，推动全
社会形成良好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
会风尚。

盛泽镇将宪法宣传教育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该镇
组织人大代表学习新《宪法》，促使他们提升履
职能力。今年 12 月 4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
日”，该镇司法所还将开展党员干部学宪法学党
章考法、法治知识竞赛、集中宣传教育等活动，
营造全社会积极学习宪法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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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盛泽法治盛泽””建设取得新成效建设取得新成效
本报记者 郗小骥

今年12月4日是第五个“国家
宪法日”。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落实省、市、区法治工作要
求，深入推进“七五普法”，进一步
推动盛泽镇法治建设工作，强化法治
宣教功能，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法治宣
传工作，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助力
打造“平安盛泽”“法治盛泽”，护航
新时代盛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盛
泽镇政法和社会管理办公室特举办

“弘扬宪法知识 共建法治盛泽”法治
知识竞赛。（活动时间：2018年11
月9日至11月28日。）

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奖品电饭煲；
二等奖5名，奖品小米AI音响；
三等奖10名，奖品恒温电水壶；
优胜奖20名，奖品保温杯；
参与奖50名，金属签字笔（金

色或银色）。
答题满分 100 分，80 分为良

好，60分为及格，各类奖项从答题
者中抽取，其中一等奖从答题满分者
中抽取；二、三等奖从答题良好者中
抽取；优秀奖及参与奖从答题及格者
中抽取。

一、单项选择题
1.宪法效力是指宪法作为法律规

范所具有的约束力与强制性。关于我
国宪法效力，下列哪一选项是不正确
的？（ ）

A.侨居国外的华侨受中国宪法保
护

B.宪法的效力及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所有领域

C.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首先源于
宪法的正当性

D.宪法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没有约
束力

2.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关
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列哪一选项
是不正确的？( )

A.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

B.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

D.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领
导与被领导和相互监督的关系

3.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
利的规定，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 ）
A.我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遭

受自然灾害(丧失劳动能力)时有获得
物质帮助的权利

B.我国公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其出版自由也被剥夺

C.我国公民有信仰宗教与公开传
教的自由

D.我国公民有任意休息的权利
4.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关于

公民权利和自由，下列哪一选项是正
确的？（ ）

A.劳动、受教育和依法服兵役既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公民的基本义
务

B.休息权的主体是全体公民
C.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未丧失

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
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D.2004 年 《宪法修正案》 规
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5.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下列哪一职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 ）

A.国务院总理
B.国家副主席
C.军委副主席
D.国务院副总理
6.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

定，关于全国人大审议立法议案的法
定通过人数，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
的？（ ）

A.宪法的修改，须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B.宪法的修改，须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C.法律的制定，须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D.法律的制定，须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7.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关于决定
特赦，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

A.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决定
特赦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特赦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特赦
D.决定特赦是我国最高行政机关

的专有职权
8.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

常设机关，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行使多项职权，但下列哪一项
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

A.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B.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

置
C.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

协定
D.审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以及国家预算部分调整方案
9.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某市拟将所管辖的一个县变为市辖
区。根据宪法规定，上述改变应由下
列哪一机关批准？（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国务院
D.所在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10.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下列

哪一种说法不正确？ （ ）
A.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

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
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B.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属于
集体所有

C.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
以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

D.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依照法律的
规定转让

11.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担
任下列哪一职务的人员，应由国家主
席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决定予以任免？（ ）

A.国家副主席
B.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C.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D.国务院副总理
12.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宪法规定

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
A.环境权
B.平等权
C.出版自由
D.受教育权
13.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

法行使自治权。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下列哪一机关不享有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制定权？（ ）

A.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B.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C.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D.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14.在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中，被

告进行处罚的依据是国务院某部制定
的一个行政规章，原告认为该规章违
反了有关法律。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下列哪一机关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

当的规章？（ ）
A.国务院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最高人民法院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
15.根据我国宪法，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几
年？（ ）

A.3年
B.4年
C.5年
D.6年
16.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下列

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的表
述，哪一个是正确的？（ ）

A.一切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B.宪法规定了对华侨、归侨权益
的保护，但没有规定对侨眷权益的保
护

C.宪法对建立劳动者休息和休养
的设施未加以规定

D.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私有
财产的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部
分

17.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下列选
项中哪一种情况不是公民获得物质帮
助权的条件？（ ）

A.公民在年老时
B.公民在疾病时
C.公民在遭受自然灾害时
D.公民在丧失劳动能力时
18.盛泽镇法治宣传教育阵地有

哪些？（ ）
A.盛泽镇青少年平安法治宣传教

育阵地
B.盛虹综治分中心
C.黄家溪法治文化公园
D.以上都是
19.盛泽镇于哪一年获评了吴江

区“六五”普法先进单位？（ ）
A.2014年
B.2015年
C2016年
D.2017年

二、判断题
20.我国宪法由序言、总纲、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以及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五大部分内
容。（ ）

21.我国宪法把监督宪法实施的
职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
法院。（ ）

22.在我国，有权修改宪法的主
体是全国人大。（ ）

23.宪法的修改应由人大代表的
2/3以上多数通过。（ ）

24.宪法的修改，应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半数以上多数
通过。（ ）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 ）

26.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
27.国务院总理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 ）
2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同

于一般的人民团体，属于重要的国家
机关。（ ）

29.我国各级人大代表都要向人
民负责，人民有权直接罢免他们。（ ）

30.经过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
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 ）

31.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
置及其区域划分。（ ）

32.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
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
状态。（ ）

3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每届任期与全国人大相同。（ ）

34.根据宪法规定，审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家预算在执
行过程中所必须作出的部分调整方案
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之
一。（ ）

35.民族自治的地方包括自治区、
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 ）

36.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人
大，人民政府是行使司法权的机关。
（ ）

37.居民委员会是我国的最低一级
国家政权机关的派出机关。（ ）

38.村民委员会是乡政府的派出机
构。（ ）

39.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

40.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属于
公民个人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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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图2：盛泽镇开展法治宣传
活动。

图3：司法所送法进校园。
图4：群众在黄家溪法治公园内

集中学法。 （郗小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