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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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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
席第三次会议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
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法案组
组长沈春耀受大会秘书处委托作的
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建议表决稿审
议情况的汇报，同意将草案表决稿提
请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信春
鹰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大会关于设立

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
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大会关于十三届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审
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两个草案分别
提请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姜信
治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十三届全国
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委员的人选酝酿情况的汇
报，决定将名单草案提请大会主席团
第四次会议审议。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11日上
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
议。会议应到 190人，出席 190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月 11 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
审议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建议表决
稿，大会关于设立十三届全国人大
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

法草案；酝酿了十三届全国人大有
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委员的人选，一致同意提请大会
全体会议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宪法修正
案草案表决稿，大会关于设立十三届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
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
办法草案，十三届全国人大有关专门
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
单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举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3月
11日下午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世界主要媒体对此
进行了报道，海外各界人士给予积极
评价，认为中国此次修宪恰逢其时，
护航新时代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实现国家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宪法是国之根本、法之源泉。此
次宪法修正，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海
外各界人士认为，中国藉此实现国家
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将进一步保障
新时代中国发展行稳致远。

约旦阿拉伯作家和记者中国之友
国际协会主席马尔旺·苏达哈认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写入宪法，将保证中国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稳定
发展。“近年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树
立了榜样，我相信新时代中国经济社
会将更加繁荣。”

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
所亚太研究部主任拉菲克·阿巴索夫
充分肯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的必要性，认
为这体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
进，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我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一定能探索出一条符合国
情、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黎巴嫩“阿拉伯人看中国”网站负
责人马哈茂德·拉亚认为，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
意义重大，不仅使宪法适应新时代、新
发展要求，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带
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创造更加美好未来具有充
分信心。

确保政治制度优势继续巩固

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被写入宪法《总
纲》，海外各界人士认为，这将进一步巩
固“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进而确保中国
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中国
问题专家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在宪
法中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
领导内容，有利于在各层面强化党的
领导意识，增强队伍团结，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形

成合力。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法学院教授蒂拉洪·特肖梅认为，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从国家
根本法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
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有利于中国
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沿着既定发展道路不断前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业
报》总编辑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认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
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摸索出来
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国
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顺
理成章，既是时代要求，也符合中国
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推动人类共同构建美好未来

就宪法中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表述，海外各界
人士认为，这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中国将为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
表示，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写入宪法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更高权威，并使这一理念的践行成为
中国国家义务，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和对外政策实践产生重要和积极
影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
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有利于世界的和
平、稳定和发展。

阿根廷拉丁美洲中国政治和经
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迭戈·马佐科内
认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
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表述写入宪
法，庄严宣示了绝不称霸、致力于与
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立场，彰显
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起到了
示范作用。

日本公明党参议院干事长西田
实仁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已拥有重
大影响力，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
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写入宪法，是呼应
世界和平发展要求的重要指针，表明
中国有着为人类共同命运作出贡献
的强烈意识。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护航新时代
修宪正当时
——国际社会关注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

有力推动和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有关负责人回应宪法修正案热点问题

3月 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
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组
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法案组副组长、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就宪法修正案相关问题回
答中外记者提问。

宪法修正案严格按法定
程序审议通过

“宪法的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
件大事，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喜事，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我
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完成的第一
项重要议程。”沈春耀说，宪法修正案的
审议通过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

他介绍，3月 5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宪法修正案
草案的说明。7日上午、下午，各代表
团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共有2400多
名代表发表审议意见。8日下午，大会
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和主席团会议
先后听取了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审
议情况的汇报，提出了主席团关于审
议宪法修正案草案的报告和宪法修
正案草案修改稿。9日上午，各代表团
审议这一报告和宪法修正案草案的修
改稿。10日下午，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和主席团又先后召开会议，再次听
取大会秘书处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修
改稿审议情况的汇报，提出了建议表
决稿，决定再次由各代表团审议。11
日上午，大会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审
议的情况，决定提请本次大会表决。

沈春耀说，表决同样非常严格地按
照法定程序进行，“首先产生了35位总
监票人、监票人。无记名投票方式，即
每一个代表都有一张宪法修正案表决
票，可以投赞成，也可以投反对，也可以
投弃权，严格依法按程序。”

他介绍，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共有
21条。修改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党的
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
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体
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
验、新要求，在总体保持宪法的连续
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宪法
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实现国家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沈春耀说，这次修改宪法的一个重

要内容就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这反映
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我们国家宪法的一大特点，就是
明确规定国家的指导思想。”沈春耀
说，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宪法修正案载
入国家根本法，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
与时俱进。

沈春耀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党的十
九大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次宪法修正
案中的很多内容，就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

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根本性、全面性、时代性

沈春耀说，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章
总纲第一条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
本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全面性，即党的领导体现在国家生活
的各个方面。

“这一表述也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时代性，所以这次修改是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在原有基
础上的进一步加强、深化和拓展，具
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沈
春耀说。

沈春耀还说，宪法修正案对第七
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修改完善是健全
国家领导体制的重要举措，这种修改
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
完善国家的领导体制，也有利于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

设立监察委员会是深化
监察体制改革重要任务

宪法修正案通过在国家机构一章
中，专门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确立监
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

郑淑娜说，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目标就是要整合反腐败资源力
量，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
导，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
监察体制。基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要设立监察委员会。设立监察委员
会涉及国家机构职权的重大调整和
完善，所以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这个
顶层设计就是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她说，21条的宪法修正案中，有
11条涉及监察委员会的规定，在国家
机构这一章中专门增加了监察委员会
这一节。宪法修正案对监察委员会的
产生、组成、性质、地位及其工作原则、
领导体制，与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的关
系都作出了规定。

“这次宪法修正案对监察委员会
的规定，为设立监察委员会并为其依
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提供了宪法依
据，也为制定监察法提供了宪法依
据。”郑淑娜说。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
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具有重要意义

沈春耀介绍，根据党的十九届三
中全会精神，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
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宪法修正案
草案的审议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代表
积极响应，大家觉得这个举措贯彻了
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利于加强宪法实
施和监督工作。

他说，把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
会这个层面上首次出现“宪法”二字，
是加强全国人大宪法方面工作的一个
重要举措。

沈春耀说，我们建立了一整套以
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这个体系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
要推动宪法实施。宪法方面工作还包
括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
查，配合宪法宣传等。党的十九大对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提出了新要求，
有关宪法方面的工作将会得到加强和
提升。

宪法宣誓制度入宪是对
这一制度的加强和提升

沈春耀说，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目
的是为了教育和激励国家工作人员忠
于宪法，维护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
法权威。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
立法形式做出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
度的决定。两年多来，全国各级国家
机构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都依法进行
宪法宣誓，2016年1月1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正式实行宪法宣誓制度，迄今
已举行了12次45人次的宪法宣誓。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举
行宪法宣誓仪式，这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沈春耀说，
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宣誓制度，此次
在宪法中把这个制度确定下来，是对
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在谈到地方立法权问题时，郑淑
娜说，为保障法治统一，立法法中规
定了设区的市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
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省
的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要经
过省一级的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省
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
务院备案。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这一表决结果充分说明，宪法修
正案顺应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
一，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愿望和心声。

代表委员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致认
为，经此修改，我国宪法更好地体现了
人民的意志，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地适应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要求，具有坚实基础、显著优势、强
大生命力，对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宪法修正案顺应历史、
适应时代、凝聚党心民心

历史定格在11日15时52分。当大
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晨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时，
人民大会堂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持久的雷鸣般的掌声，是对这一高
票通过结果的最好注解。

“坚决拥护、完全赞成！”全国人大
代表、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谈绪祥激
动地说，“这一结果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意
志，全面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他说，这次
修改，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
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载入宪法，顺应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需
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代表委员和广大干部群众认为，修
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于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和国家

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
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王巍十分振奋。“宪法修正案高
票通过，完全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他
说，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
定，这是符合我国国情、保证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是保证中国共产
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
领导人“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有利于
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使党和国家领
导体制更加稳定，更符合全党、全民、全
军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要求。

宪法修正案高票通过的消息，经由
互联网、电视等媒介传向全国全世界，
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大家坚决拥
护这一结果，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党的主
张和人民的意志。甘肃省委党校政治
学教研部主任陈永胜强调说，以根本法
的形式反映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对这一点，我们理
直气壮，充满自豪。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对宪法
修正案表决通过反响热烈。全体代表
表示，这充分反映了宪法修改顺应党和
国家事业的发展需要，是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一致心声。

“这次宪法修改更好体现了人民意
志，更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势，我们衷心拥护宪法修改，并将
推动宪法精神在军队全面贯彻落实，推
进新时代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推动治
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全国人大代表、西
藏军区副司令员汪海江说。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
力宪法保障

“宪法修正案表决通过，是大势

所趋、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全
国人大代表、湖南怀化市委副书记邹
文辉说，这必将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
的重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
表也。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
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在我们党
治国理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
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带领下，我
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把这些重大变革体现在宪法中，
宪法就一定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

“在宪法中增写监察委员会一
节，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
根本法治保障。”成都市武侯区纪委
常委张杰表示，宪法修正案高票通
过，顺应了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的迫切要求，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贯彻了
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的重大部署，有利于坚持和加强
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全体人民要成为宪法
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
者、坚定捍卫者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权威
也在于实施。代表委员和广大干部
群众表示，要以宪法修正案高票通过

为起点，自觉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
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坚持不懈地
抓好宪法实施，把宪法的规定、原则
和精神真正落到实处。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高憬宏表示，加强宪法实
施，首先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
律至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切实做
到重大改革依法有据、依宪有据，更
好实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确保党
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宪法修改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也与人民福祉紧密相连。
宪法修正案高票通过，让我们对未来
更有信心，对如何正确开展基层工作
心里更有数了。”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
扎毕拉胡嘎查党委书记斯琴巴特尔
说，“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我不仅
自己要在工作生活中恪守宪法原则、
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还要将
宪法修正案向广大基层群众普及宣
传，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宪法意识。”

“我们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
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
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树立忠于
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
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
务所律师韩德云说，“作为一名法律
工作者，能够亲历宪法修改，我感到
无比自豪。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更
好地践行宪法精神，为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作出更大贡献。”

代表委员和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宪法修正案高票通
过，充分反映了人民的真诚拥护，必
将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
大动力和坚强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代表委员和干部群众热议宪法修正案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