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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提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1952 年 12 月 24 日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一
次非常重要的扩大会议，议题
是就中国共产党提议定期召
开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交换意见。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们国
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
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
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暂没有立即实
行的条件。经过 3 年的恢复发
展，我国马上就要进入经济建

设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
议，为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
任务，应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提议得到委员们的一致
赞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很快
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一
项任务。

做好普选工作，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关
键在于正确领导乡和县的选
举。 在普选开始以前，显然需
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选举
工作人员的训练、 人口调查、
选民调查和登记、选举意义和
选举办法的普遍宣传、候选人
的提出和介绍等等。

1953 年 2 月 11 日，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
过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选举法马上在全国上下
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民都热
烈拥护。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
权理论教研室全体教员和研
究生，看到报上刊登了选举法
后，都争先恐后地朗读。 他们
认为，选举法的公布是中国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
事件。

青年学生们也感到欢欣鼓
舞。 北京第八中学高一的梁仲
才同学兴奋地说：“我今年整
18周岁，并且是在首都参加选
举，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

从会期不定到会期固定，再到今年的临时推迟

两会何时开 幕后有故事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昨天在京开幕，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也
将召开。 大家都知道，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这是一次
推迟的全国两会。 但其实，
历史上的全国两会也曾在
5 月召开过。 那么，全国“两
会”是从什么时候起固定在
3 月举行？ 北京为服务全国
两会又曾做出过哪些努力？

1954 年 首次人代会开在中南海怀仁堂
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召开， 各省市都进行了普
选。北京各界群众激动地参加
了普选。

北京市的基层选举工作
从 1953 年 6 月就开始了，到
1954 年 3 月底全部结束。 选
民们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态
度参加了这一空前的民主运
动，行使了庄严的民主权利。

当年 8 月 17 日， 北京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北京市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的代表。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4 年 9 月 3 日， 中央
选举委员会所作报告显示，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国
共选出人大代表 1226 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决议： 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
于 1954 年 9 月 15 日召开。

临近大会召开的日子 ，
首都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
象。 各界人民以紧张的生产
和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大会
的召开。

在街头、工厂和商店的橱
窗里，悬挂和张贴着迎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标语。北
京火车站的职工们很早就做
好了迎接代表们的准备，把北
京站打扫得非常整洁。北京铁
路管理局还向全局职工提出
了确保列车正点的要求。北京
饭店的 300 多名工作人员把
新落成的九层大楼的每一间
客房都布置妥当。

1954 年 9 月 15 日，全国
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中南
海怀仁堂开幕了。此次大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5 年 3 月开两会自此成惯例
纵观全国两会每年的召

开时间可以发现，1985 年起
两会才开始固定到 3 月召
开。 此前，从年初到年中，到
年末， 历年全国两会的召开
时间都不同，例如 1959 年是
在 4 月召开，1960 年和 1962
年是在 3 月开幕，1979 年是
在 6 月召开，1980 年是在 8
月底开幕 ，1982 年是 在 11
月底开幕。 而 1984 年的召
开时间和今年一样，也是在 5
月份。

为何两会后来逐渐固定
在 3 月召开？ 其实，这是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
决定。

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职
责是批准工作报告和预算。
每年一季度的预算支出较
多， 全国人大批准预算不能
太迟； 财政年度以自然年度
计算， 如果全国人大开会太
早，相关数据统计不上来，只
能依据之前的情况制定预

算，会不准确。3 月举行会议，
可以给统计和总结留出时
间。 另外，农历春节一般会在
1 月到 2 月，选在 3 月可以避
免与春节相重叠。

全国两会每年在北京召
开也是对北京各方面工作的
考验。

上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
服务业的接待能力还比较有
限，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
表、 委员驻地房间都比较紧
张， 于是北京市努力提高两
会服务质量。 例如，西苑饭店
主要经营山东风味和新疆特
点的菜， 为了配合港澳委员
的口味， 他们组织厨师和管
理人员学做广东菜。

1986 年， 首汽公司出动
了 400 多辆大小轿车。近 500
名司机每天很早就把车擦得
干干净净， 行车坚持安全第
一。 许多代表和委员还夸奖
首都的交通民警指挥有方、
服务出色。

� 1959 年 两会概念应运而生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1954 年 9 月召开， 但当年
12 月才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个大会
相隔了 3 个月。

直到 1959 年， 全国两会
才真正同步。当年 4 月 1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 4 月
18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
仁堂开幕。

从此全国两会概念应
运而生，一般政协会议比人
民代表大会提前 1 到 2 天
开幕。

比如 1960 年的全国两会

就分别是于 3 月 29 日和 3 月
30 日开幕的。 这一年，人民代
表大会的会址从中南海怀仁
堂改为了人民大会堂。

两会会期基本同步可降
低会务及交通管理等方面的
成本。而政协会议早于人大会
议一两天召开，便于在决策前
充分协商。

1995 年 两会开幕有了固定日期
1995 年开始， 全国两会

开幕日期才逐渐固定为每年
3 月 3 日、3 月 5 日。 会期也
逐渐固定， 有选举时会议一
般为期两周， 平时一般在 10
到 12 天左右。

北京服务全国两会的经
验逐渐丰富， 各项服务工作
越来越细致和科学。

1994 年， 市电信管理局
利用微波干线、国内通信卫星
为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传送两
会专题节目 269 小时，通过国
际卫星向 13 个国家和地区传
送电视节目 74 小时。

全国两会期间，市邮局每
天将大会订阅的《人民日报》
《北京日报》 等 7 种报纸在早
7 点以前全部送到代表和委
员们下榻的宾馆、饭店。

交通保障也是服务两会

工作的重头戏。 进入新世纪，
北京的机动车越来越多，而
全国两会的行车路线经常要
涉及七八个区的几十条大
街， 如何实现两会交通和社
会交通的协调运转是个难
题。 2003 年起，本市公安交管
部门科学编排交通， 采取大
会车队与社会车辆交替放行
的办法， 并对每个驻地车队
的出发时间按分秒计算来组
织交通。

今年，出于防控疫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需要，全国两会推迟召开。 其
实，从会期不定到会期固定，
再到今年的临时推迟， 全国
两会会议日期的变化， 体现
的正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进
步的历程。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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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9 月 15 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图为北京女二中的同学们正在收听会议实况。

1952 年 提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1952 年 12 月 24 日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一
次非常重要的扩大会议，议题
是就中国共产党提议定期召
开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交换意见。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们国
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
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
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暂没有立即实
行的条件。经过 3 年的恢复发
展，我国马上就要进入经济建

设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
议，为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
任务，应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提议得到委员们的一致
赞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很快
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一
项任务。

做好普选工作，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关
键在于正确领导乡和县的选
举。 在普选开始以前，显然需
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选举
工作人员的训练、 人口调查、
选民调查和登记、选举意义和
选举办法的普遍宣传、候选人
的提出和介绍等等。

1953 年 2 月 11 日，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
过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选举法马上在全国上下
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民都热
烈拥护。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
权理论教研室全体教员和研
究生，看到报上刊登了选举法
后，都争先恐后地朗读。 他们
认为，选举法的公布是中国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
事件。

青年学生们也感到欢欣鼓
舞。 北京第八中学高一的梁仲
才同学兴奋地说：“我今年整
18周岁，并且是在首都参加选
举，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

1954 年 首次人代会开在中南海怀仁堂
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召开， 各省市都进行了普
选。北京各界群众激动地参加
了普选。

北京市的基层选举工作
从 1953 年 6 月就开始了，到
1954 年 3 月底全部结束。 选
民们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态
度参加了这一空前的民主运
动，行使了庄严的民主权利。

当年 8 月 17 日， 北京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北京市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的代表。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4 年 9 月 3 日， 中央
选举委员会所作报告显示，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国
共选出人大代表 1226 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决议： 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
于 1954 年 9 月 15 日召开。

临近大会召开的日子 ，
首都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
象。 各界人民以紧张的生产
和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大会
的召开。

在街头、工厂和商店的橱
窗里，悬挂和张贴着迎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标语。北
京火车站的职工们很早就做
好了迎接代表们的准备，把北
京站打扫得非常整洁。北京铁
路管理局还向全局职工提出
了确保列车正点的要求。北京
饭店的 300 多名工作人员把
新落成的九层大楼的每一间
客房都布置妥当。

1954 年 9 月 15 日，全国
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中南
海怀仁堂开幕了。此次大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5 年 3 月开两会自此成惯例
纵观全国两会每年的召

开时间可以发现，1985 年起
两会才开始固定到 3 月召
开。 此前，从年初到年中，到
年末， 历年全国两会的召开
时间都不同，例如 1959 年是
在 4 月召开，1960 年和 1962
年是在 3 月开幕，1979 年是
在 6 月召开，1980 年是在 8
月底开幕 ，1982 年是 在 11
月底开幕。 而 1984 年的召
开时间和今年一样，也是在 5
月份。

为何两会后来逐渐固定
在 3 月召开？ 其实，这是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
决定。

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职
责是批准工作报告和预算。
每年一季度的预算支出较
多， 全国人大批准预算不能
太迟； 财政年度以自然年度
计算， 如果全国人大开会太
早，相关数据统计不上来，只
能依据之前的情况制定预

算，会不准确。3 月举行会议，
可以给统计和总结留出时
间。 另外，农历春节一般会在
1 月到 2 月，选在 3 月可以避
免与春节相重叠。

全国两会每年在北京召
开也是对北京各方面工作的
考验。

上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
服务业的接待能力还比较有
限，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
表、 委员驻地房间都比较紧
张， 于是北京市努力提高两
会服务质量。 例如，西苑饭店
主要经营山东风味和新疆特
点的菜， 为了配合港澳委员
的口味， 他们组织厨师和管
理人员学做广东菜。

1986 年， 首汽公司出动
了 400 多辆大小轿车。近 500
名司机每天很早就把车擦得
干干净净， 行车坚持安全第
一。 许多代表和委员还夸奖
首都的交通民警指挥有方、
服务出色。

� 1959 年 两会概念应运而生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1954 年 9 月召开， 但当年
12 月才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个大会
相隔了 3 个月。

直到 1959 年， 全国两会
才真正同步。当年 4 月 1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 4 月
18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
仁堂开幕。

从此全国两会概念应
运而生，一般政协会议比人
民代表大会提前 1 到 2 天
开幕。

比如 1960 年的全国两会

就分别是于 3 月 29 日和 3 月
30 日开幕的。 这一年，人民代
表大会的会址从中南海怀仁
堂改为了人民大会堂。

两会会期基本同步可降
低会务及交通管理等方面的
成本。而政协会议早于人大会
议一两天召开，便于在决策前
充分协商。

1995 年 两会开幕有了固定日期
1995 年开始， 全国两会

开幕日期才逐渐固定为每年
3 月 3 日、3 月 5 日。 会期也
逐渐固定， 有选举时会议一
般为期两周， 平时一般在 10
到 12 天左右。

北京服务全国两会的经
验逐渐丰富， 各项服务工作
越来越细致和科学。

1994 年， 市电信管理局
利用微波干线、国内通信卫星
为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传送两
会专题节目 269 小时，通过国
际卫星向 13 个国家和地区传
送电视节目 74 小时。

全国两会期间，市邮局每
天将大会订阅的《人民日报》
《北京日报》 等 7 种报纸在早
7 点以前全部送到代表和委
员们下榻的宾馆、饭店。

交通保障也是服务两会

工作的重头戏。 进入新世纪，
北京的机动车越来越多，而
全国两会的行车路线经常要
涉及七八个区的几十条大
街， 如何实现两会交通和社
会交通的协调运转是个难
题。 2003 年起，本市公安交管
部门科学编排交通， 采取大
会车队与社会车辆交替放行
的办法， 并对每个驻地车队
的出发时间按分秒计算来组
织交通。

今年，出于防控疫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需要，全国两会推迟召开。 其
实，从会期不定到会期固定，
再到今年的临时推迟， 全国
两会会议日期的变化， 体现
的正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进
步的历程。

（据《北京日报》）

1952 年 提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1952 年 12 月 24 日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一
次非常重要的扩大会议，议题
是就中国共产党提议定期召
开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交换意见。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们国
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
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
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暂没有立即实
行的条件。经过 3 年的恢复发
展，我国马上就要进入经济建

设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
议，为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
任务，应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提议得到委员们的一致
赞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很快
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一
项任务。

做好普选工作，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关
键在于正确领导乡和县的选
举。 在普选开始以前，显然需
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选举
工作人员的训练、 人口调查、
选民调查和登记、选举意义和
选举办法的普遍宣传、候选人
的提出和介绍等等。

1953 年 2 月 11 日，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
过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选举法马上在全国上下
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民都热
烈拥护。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
权理论教研室全体教员和研
究生，看到报上刊登了选举法
后，都争先恐后地朗读。 他们
认为，选举法的公布是中国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
事件。

青年学生们也感到欢欣鼓
舞。 北京第八中学高一的梁仲
才同学兴奋地说：“我今年整
18周岁，并且是在首都参加选
举，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

1954 年 首次人代会开在中南海怀仁堂
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召开， 各省市都进行了普
选。北京各界群众激动地参加
了普选。

北京市的基层选举工作
从 1953 年 6 月就开始了，到
1954 年 3 月底全部结束。 选
民们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态
度参加了这一空前的民主运
动，行使了庄严的民主权利。

当年 8 月 17 日， 北京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北京市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的代表。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4 年 9 月 3 日， 中央
选举委员会所作报告显示，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国
共选出人大代表 1226 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决议： 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
于 1954 年 9 月 15 日召开。

临近大会召开的日子 ，
首都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
象。 各界人民以紧张的生产
和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大会
的召开。

在街头、工厂和商店的橱
窗里，悬挂和张贴着迎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标语。北
京火车站的职工们很早就做
好了迎接代表们的准备，把北
京站打扫得非常整洁。北京铁
路管理局还向全局职工提出
了确保列车正点的要求。北京
饭店的 300 多名工作人员把
新落成的九层大楼的每一间
客房都布置妥当。

1954 年 9 月 15 日，全国
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中南
海怀仁堂开幕了。此次大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5 年 3 月开两会自此成惯例
纵观全国两会每年的召

开时间可以发现，1985 年起
两会才开始固定到 3 月召
开。 此前，从年初到年中，到
年末， 历年全国两会的召开
时间都不同，例如 1959 年是
在 4 月召开，1960 年和 1962
年是在 3 月开幕，1979 年是
在 6 月召开，1980 年是在 8
月底开幕 ，1982 年是 在 11
月底开幕。 而 1984 年的召
开时间和今年一样，也是在 5
月份。

为何两会后来逐渐固定
在 3 月召开？ 其实，这是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
决定。

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职
责是批准工作报告和预算。
每年一季度的预算支出较
多， 全国人大批准预算不能
太迟； 财政年度以自然年度
计算， 如果全国人大开会太
早，相关数据统计不上来，只
能依据之前的情况制定预

算，会不准确。3 月举行会议，
可以给统计和总结留出时
间。 另外，农历春节一般会在
1 月到 2 月，选在 3 月可以避
免与春节相重叠。

全国两会每年在北京召
开也是对北京各方面工作的
考验。

上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
服务业的接待能力还比较有
限，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
表、 委员驻地房间都比较紧
张， 于是北京市努力提高两
会服务质量。 例如，西苑饭店
主要经营山东风味和新疆特
点的菜， 为了配合港澳委员
的口味， 他们组织厨师和管
理人员学做广东菜。

1986 年， 首汽公司出动
了 400 多辆大小轿车。近 500
名司机每天很早就把车擦得
干干净净， 行车坚持安全第
一。 许多代表和委员还夸奖
首都的交通民警指挥有方、
服务出色。

� 1959 年 两会概念应运而生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1954 年 9 月召开， 但当年
12 月才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个大会
相隔了 3 个月。

直到 1959 年， 全国两会
才真正同步。当年 4 月 1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 4 月
18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
仁堂开幕。

从此全国两会概念应
运而生，一般政协会议比人
民代表大会提前 1 到 2 天
开幕。

比如 1960 年的全国两会

就分别是于 3 月 29 日和 3 月
30 日开幕的。 这一年，人民代
表大会的会址从中南海怀仁
堂改为了人民大会堂。

两会会期基本同步可降
低会务及交通管理等方面的
成本。而政协会议早于人大会
议一两天召开，便于在决策前
充分协商。

1995 年 两会开幕有了固定日期
1995 年开始， 全国两会

开幕日期才逐渐固定为每年
3 月 3 日、3 月 5 日。 会期也
逐渐固定， 有选举时会议一
般为期两周， 平时一般在 10
到 12 天左右。

北京服务全国两会的经
验逐渐丰富， 各项服务工作
越来越细致和科学。

1994 年， 市电信管理局
利用微波干线、国内通信卫星
为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传送两
会专题节目 269 小时，通过国
际卫星向 13 个国家和地区传
送电视节目 74 小时。

全国两会期间，市邮局每
天将大会订阅的《人民日报》
《北京日报》 等 7 种报纸在早
7 点以前全部送到代表和委
员们下榻的宾馆、饭店。

交通保障也是服务两会

工作的重头戏。 进入新世纪，
北京的机动车越来越多，而
全国两会的行车路线经常要
涉及七八个区的几十条大
街， 如何实现两会交通和社
会交通的协调运转是个难
题。 2003 年起，本市公安交管
部门科学编排交通， 采取大
会车队与社会车辆交替放行
的办法， 并对每个驻地车队
的出发时间按分秒计算来组
织交通。

今年，出于防控疫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需要，全国两会推迟召开。 其
实，从会期不定到会期固定，
再到今年的临时推迟， 全国
两会会议日期的变化， 体现
的正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进
步的历程。

（据《北京日报》）

1952 年 提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1952 年 12 月 24 日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一
次非常重要的扩大会议，议题
是就中国共产党提议定期召
开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交换意见。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们国
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
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
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暂没有立即实
行的条件。经过 3 年的恢复发
展，我国马上就要进入经济建

设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
议，为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
任务，应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提议得到委员们的一致
赞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很快
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一
项任务。

做好普选工作，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关
键在于正确领导乡和县的选
举。 在普选开始以前，显然需
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选举
工作人员的训练、 人口调查、
选民调查和登记、选举意义和
选举办法的普遍宣传、候选人
的提出和介绍等等。

1953 年 2 月 11 日，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
过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选举法马上在全国上下
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民都热
烈拥护。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
权理论教研室全体教员和研
究生，看到报上刊登了选举法
后，都争先恐后地朗读。 他们
认为，选举法的公布是中国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
事件。

青年学生们也感到欢欣鼓
舞。 北京第八中学高一的梁仲
才同学兴奋地说：“我今年整
18周岁，并且是在首都参加选
举，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

1954 年 首次人代会开在中南海怀仁堂
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召开， 各省市都进行了普
选。北京各界群众激动地参加
了普选。

北京市的基层选举工作
从 1953 年 6 月就开始了，到
1954 年 3 月底全部结束。 选
民们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态
度参加了这一空前的民主运
动，行使了庄严的民主权利。

当年 8 月 17 日， 北京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北京市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的代表。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4 年 9 月 3 日， 中央
选举委员会所作报告显示，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国
共选出人大代表 1226 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决议： 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
于 1954 年 9 月 15 日召开。

临近大会召开的日子 ，
首都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
象。 各界人民以紧张的生产
和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大会
的召开。

在街头、工厂和商店的橱
窗里，悬挂和张贴着迎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标语。北
京火车站的职工们很早就做
好了迎接代表们的准备，把北
京站打扫得非常整洁。北京铁
路管理局还向全局职工提出
了确保列车正点的要求。北京
饭店的 300 多名工作人员把
新落成的九层大楼的每一间
客房都布置妥当。

1954 年 9 月 15 日，全国
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中南
海怀仁堂开幕了。此次大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5 年 3 月开两会自此成惯例
纵观全国两会每年的召

开时间可以发现，1985 年起
两会才开始固定到 3 月召
开。 此前，从年初到年中，到
年末， 历年全国两会的召开
时间都不同，例如 1959 年是
在 4 月召开，1960 年和 1962
年是在 3 月开幕，1979 年是
在 6 月召开，1980 年是在 8
月底开幕 ，1982 年是 在 11
月底开幕。 而 1984 年的召
开时间和今年一样，也是在 5
月份。

为何两会后来逐渐固定
在 3 月召开？ 其实，这是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
决定。

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职
责是批准工作报告和预算。
每年一季度的预算支出较
多， 全国人大批准预算不能
太迟； 财政年度以自然年度
计算， 如果全国人大开会太
早，相关数据统计不上来，只
能依据之前的情况制定预

算，会不准确。3 月举行会议，
可以给统计和总结留出时
间。 另外，农历春节一般会在
1 月到 2 月，选在 3 月可以避
免与春节相重叠。

全国两会每年在北京召
开也是对北京各方面工作的
考验。

上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
服务业的接待能力还比较有
限，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
表、 委员驻地房间都比较紧
张， 于是北京市努力提高两
会服务质量。 例如，西苑饭店
主要经营山东风味和新疆特
点的菜， 为了配合港澳委员
的口味， 他们组织厨师和管
理人员学做广东菜。

1986 年， 首汽公司出动
了 400 多辆大小轿车。近 500
名司机每天很早就把车擦得
干干净净， 行车坚持安全第
一。 许多代表和委员还夸奖
首都的交通民警指挥有方、
服务出色。

� 1959 年 两会概念应运而生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1954 年 9 月召开， 但当年
12 月才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个大会
相隔了 3 个月。

直到 1959 年， 全国两会
才真正同步。当年 4 月 1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 4 月
18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
仁堂开幕。

从此全国两会概念应
运而生，一般政协会议比人
民代表大会提前 1 到 2 天
开幕。

比如 1960 年的全国两会

就分别是于 3 月 29 日和 3 月
30 日开幕的。 这一年，人民代
表大会的会址从中南海怀仁
堂改为了人民大会堂。

两会会期基本同步可降
低会务及交通管理等方面的
成本。而政协会议早于人大会
议一两天召开，便于在决策前
充分协商。

1995 年 两会开幕有了固定日期
1995 年开始， 全国两会

开幕日期才逐渐固定为每年
3 月 3 日、3 月 5 日。 会期也
逐渐固定， 有选举时会议一
般为期两周， 平时一般在 10
到 12 天左右。

北京服务全国两会的经
验逐渐丰富， 各项服务工作
越来越细致和科学。

1994 年， 市电信管理局
利用微波干线、国内通信卫星
为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传送两
会专题节目 269 小时，通过国
际卫星向 13 个国家和地区传
送电视节目 74 小时。

全国两会期间，市邮局每
天将大会订阅的《人民日报》
《北京日报》 等 7 种报纸在早
7 点以前全部送到代表和委
员们下榻的宾馆、饭店。

交通保障也是服务两会

工作的重头戏。 进入新世纪，
北京的机动车越来越多，而
全国两会的行车路线经常要
涉及七八个区的几十条大
街， 如何实现两会交通和社
会交通的协调运转是个难
题。 2003 年起，本市公安交管
部门科学编排交通， 采取大
会车队与社会车辆交替放行
的办法， 并对每个驻地车队
的出发时间按分秒计算来组
织交通。

今年，出于防控疫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需要，全国两会推迟召开。 其
实，从会期不定到会期固定，
再到今年的临时推迟， 全国
两会会议日期的变化， 体现
的正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进
步的历程。

（据《北京日报》）

1952 年 提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1952 年 12 月 24 日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一
次非常重要的扩大会议，议题
是就中国共产党提议定期召
开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交换意见。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们国
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
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
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暂没有立即实
行的条件。经过 3 年的恢复发
展，我国马上就要进入经济建

设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
议，为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
任务，应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提议得到委员们的一致
赞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很快
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一
项任务。

做好普选工作，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关
键在于正确领导乡和县的选
举。 在普选开始以前，显然需
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选举
工作人员的训练、 人口调查、
选民调查和登记、选举意义和
选举办法的普遍宣传、候选人
的提出和介绍等等。

1953 年 2 月 11 日，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
过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选举法马上在全国上下
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民都热
烈拥护。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
权理论教研室全体教员和研
究生，看到报上刊登了选举法
后，都争先恐后地朗读。 他们
认为，选举法的公布是中国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
事件。

青年学生们也感到欢欣鼓
舞。 北京第八中学高一的梁仲
才同学兴奋地说：“我今年整
18周岁，并且是在首都参加选
举，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

1954 年 首次人代会开在中南海怀仁堂
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召开， 各省市都进行了普
选。北京各界群众激动地参加
了普选。

北京市的基层选举工作
从 1953 年 6 月就开始了，到
1954 年 3 月底全部结束。 选
民们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态
度参加了这一空前的民主运
动，行使了庄严的民主权利。

当年 8 月 17 日， 北京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北京市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的代表。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4 年 9 月 3 日， 中央
选举委员会所作报告显示，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国
共选出人大代表 1226 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决议： 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
于 1954 年 9 月 15 日召开。

临近大会召开的日子 ，
首都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
象。 各界人民以紧张的生产
和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大会
的召开。

在街头、工厂和商店的橱
窗里，悬挂和张贴着迎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标语。北
京火车站的职工们很早就做
好了迎接代表们的准备，把北
京站打扫得非常整洁。北京铁
路管理局还向全局职工提出
了确保列车正点的要求。北京
饭店的 300 多名工作人员把
新落成的九层大楼的每一间
客房都布置妥当。

1954 年 9 月 15 日，全国
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中南
海怀仁堂开幕了。此次大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5 年 3 月开两会自此成惯例
纵观全国两会每年的召

开时间可以发现，1985 年起
两会才开始固定到 3 月召
开。 此前，从年初到年中，到
年末， 历年全国两会的召开
时间都不同，例如 1959 年是
在 4 月召开，1960 年和 1962
年是在 3 月开幕，1979 年是
在 6 月召开，1980 年是在 8
月底开幕 ，1982 年是 在 11
月底开幕。 而 1984 年的召
开时间和今年一样，也是在 5
月份。

为何两会后来逐渐固定
在 3 月召开？ 其实，这是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
决定。

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职
责是批准工作报告和预算。
每年一季度的预算支出较
多， 全国人大批准预算不能
太迟； 财政年度以自然年度
计算， 如果全国人大开会太
早，相关数据统计不上来，只
能依据之前的情况制定预

算，会不准确。3 月举行会议，
可以给统计和总结留出时
间。 另外，农历春节一般会在
1 月到 2 月，选在 3 月可以避
免与春节相重叠。

全国两会每年在北京召
开也是对北京各方面工作的
考验。

上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
服务业的接待能力还比较有
限，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
表、 委员驻地房间都比较紧
张， 于是北京市努力提高两
会服务质量。 例如，西苑饭店
主要经营山东风味和新疆特
点的菜， 为了配合港澳委员
的口味， 他们组织厨师和管
理人员学做广东菜。

1986 年， 首汽公司出动
了 400 多辆大小轿车。近 500
名司机每天很早就把车擦得
干干净净， 行车坚持安全第
一。 许多代表和委员还夸奖
首都的交通民警指挥有方、
服务出色。

� 1959 年 两会概念应运而生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1954 年 9 月召开， 但当年
12 月才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个大会
相隔了 3 个月。

直到 1959 年， 全国两会
才真正同步。当年 4 月 1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 4 月
18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
仁堂开幕。

从此全国两会概念应
运而生，一般政协会议比人
民代表大会提前 1 到 2 天
开幕。

比如 1960 年的全国两会

就分别是于 3 月 29 日和 3 月
30 日开幕的。 这一年，人民代
表大会的会址从中南海怀仁
堂改为了人民大会堂。

两会会期基本同步可降
低会务及交通管理等方面的
成本。而政协会议早于人大会
议一两天召开，便于在决策前
充分协商。

1995 年 两会开幕有了固定日期
1995 年开始， 全国两会

开幕日期才逐渐固定为每年
3 月 3 日、3 月 5 日。 会期也
逐渐固定， 有选举时会议一
般为期两周， 平时一般在 10
到 12 天左右。

北京服务全国两会的经
验逐渐丰富， 各项服务工作
越来越细致和科学。

1994 年， 市电信管理局
利用微波干线、国内通信卫星
为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传送两
会专题节目 269 小时，通过国
际卫星向 13 个国家和地区传
送电视节目 74 小时。

全国两会期间，市邮局每
天将大会订阅的《人民日报》
《北京日报》 等 7 种报纸在早
7 点以前全部送到代表和委
员们下榻的宾馆、饭店。

交通保障也是服务两会

工作的重头戏。 进入新世纪，
北京的机动车越来越多，而
全国两会的行车路线经常要
涉及七八个区的几十条大
街， 如何实现两会交通和社
会交通的协调运转是个难
题。 2003 年起，本市公安交管
部门科学编排交通， 采取大
会车队与社会车辆交替放行
的办法， 并对每个驻地车队
的出发时间按分秒计算来组
织交通。

今年，出于防控疫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需要，全国两会推迟召开。 其
实，从会期不定到会期固定，
再到今年的临时推迟， 全国
两会会议日期的变化， 体现
的正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进
步的历程。

（据《北京日报》）

1952 年 提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1952 年 12 月 24 日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一
次非常重要的扩大会议，议题
是就中国共产党提议定期召
开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交换意见。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们国
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
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
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暂没有立即实
行的条件。经过 3 年的恢复发
展，我国马上就要进入经济建

设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
议，为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
任务，应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

提议得到委员们的一致
赞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很快
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一
项任务。

做好普选工作，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关
键在于正确领导乡和县的选
举。 在普选开始以前，显然需
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选举
工作人员的训练、 人口调查、
选民调查和登记、选举意义和
选举办法的普遍宣传、候选人
的提出和介绍等等。

1953 年 2 月 11 日，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
过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选举法马上在全国上下
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民都热
烈拥护。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
权理论教研室全体教员和研
究生，看到报上刊登了选举法
后，都争先恐后地朗读。 他们
认为，选举法的公布是中国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
事件。

青年学生们也感到欢欣鼓
舞。 北京第八中学高一的梁仲
才同学兴奋地说：“我今年整
18周岁，并且是在首都参加选
举，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

1954 年 首次人代会开在中南海怀仁堂
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召开， 各省市都进行了普
选。北京各界群众激动地参加
了普选。

北京市的基层选举工作
从 1953 年 6 月就开始了，到
1954 年 3 月底全部结束。 选
民们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态
度参加了这一空前的民主运
动，行使了庄严的民主权利。

当年 8 月 17 日， 北京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北京市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的代表。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4 年 9 月 3 日， 中央
选举委员会所作报告显示，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国
共选出人大代表 1226 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决议： 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
于 1954 年 9 月 15 日召开。

临近大会召开的日子 ，
首都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
象。 各界人民以紧张的生产
和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大会
的召开。

在街头、工厂和商店的橱
窗里，悬挂和张贴着迎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标语。北
京火车站的职工们很早就做
好了迎接代表们的准备，把北
京站打扫得非常整洁。北京铁
路管理局还向全局职工提出
了确保列车正点的要求。北京
饭店的 300 多名工作人员把
新落成的九层大楼的每一间
客房都布置妥当。

1954 年 9 月 15 日，全国
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中南
海怀仁堂开幕了。此次大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5 年 3 月开两会自此成惯例
纵观全国两会每年的召

开时间可以发现，1985 年起
两会才开始固定到 3 月召
开。 此前，从年初到年中，到
年末， 历年全国两会的召开
时间都不同，例如 1959 年是
在 4 月召开，1960 年和 1962
年是在 3 月开幕，1979 年是
在 6 月召开，1980 年是在 8
月底开幕 ，1982 年是 在 11
月底开幕。 而 1984 年的召
开时间和今年一样，也是在 5
月份。

为何两会后来逐渐固定
在 3 月召开？ 其实，这是在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
决定。

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职
责是批准工作报告和预算。
每年一季度的预算支出较
多， 全国人大批准预算不能
太迟； 财政年度以自然年度
计算， 如果全国人大开会太
早，相关数据统计不上来，只
能依据之前的情况制定预

算，会不准确。3 月举行会议，
可以给统计和总结留出时
间。 另外，农历春节一般会在
1 月到 2 月，选在 3 月可以避
免与春节相重叠。

全国两会每年在北京召
开也是对北京各方面工作的
考验。

上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
服务业的接待能力还比较有
限，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代
表、 委员驻地房间都比较紧
张， 于是北京市努力提高两
会服务质量。 例如，西苑饭店
主要经营山东风味和新疆特
点的菜， 为了配合港澳委员
的口味， 他们组织厨师和管
理人员学做广东菜。

1986 年， 首汽公司出动
了 400 多辆大小轿车。近 500
名司机每天很早就把车擦得
干干净净， 行车坚持安全第
一。 许多代表和委员还夸奖
首都的交通民警指挥有方、
服务出色。

� 1959 年 两会概念应运而生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 1954 年 9 月召开， 但当年
12 月才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个大会
相隔了 3 个月。

直到 1959 年， 全国两会
才真正同步。当年 4 月 1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 4 月
18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
仁堂开幕。

从此全国两会概念应
运而生，一般政协会议比人
民代表大会提前 1 到 2 天
开幕。

比如 1960 年的全国两会

就分别是于 3 月 29 日和 3 月
30 日开幕的。 这一年，人民代
表大会的会址从中南海怀仁
堂改为了人民大会堂。

两会会期基本同步可降
低会务及交通管理等方面的
成本。而政协会议早于人大会
议一两天召开，便于在决策前
充分协商。

1995 年 两会开幕有了固定日期
1995 年开始， 全国两会

开幕日期才逐渐固定为每年
3 月 3 日、3 月 5 日。 会期也
逐渐固定， 有选举时会议一
般为期两周， 平时一般在 10
到 12 天左右。

北京服务全国两会的经
验逐渐丰富， 各项服务工作
越来越细致和科学。

1994 年， 市电信管理局
利用微波干线、国内通信卫星
为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传送两
会专题节目 269 小时，通过国
际卫星向 13 个国家和地区传
送电视节目 74 小时。

全国两会期间，市邮局每
天将大会订阅的《人民日报》
《北京日报》 等 7 种报纸在早
7 点以前全部送到代表和委
员们下榻的宾馆、饭店。

交通保障也是服务两会

工作的重头戏。 进入新世纪，
北京的机动车越来越多，而
全国两会的行车路线经常要
涉及七八个区的几十条大
街， 如何实现两会交通和社
会交通的协调运转是个难
题。 2003 年起，本市公安交管
部门科学编排交通， 采取大
会车队与社会车辆交替放行
的办法， 并对每个驻地车队
的出发时间按分秒计算来组
织交通。

今年，出于防控疫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需要，全国两会推迟召开。 其
实，从会期不定到会期固定，
再到今年的临时推迟， 全国
两会会议日期的变化， 体现
的正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进
步的历程。

（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