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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民心所向 港人堅決擁護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下
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
，會上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修正案》；主席團隨即發布第一
號公告：憲法修正案予以公布施行。
三十六位港區人大代表為履行職
責，昨日留在北京投票，未有返港參
與立法會補選投票。多位港區代表均
表示，修憲是涉及十三億人民福祉和
改革開放大業的頭等大事，作為全國
人大代表，必須克盡職責，留在北京
投票乃是理所當然。而據港區代表團
召集人黃玉山透露，從連日小組討論
發言看來，三十六位港區人大代表昨
日對修憲草案都是投下贊成一票的。
港區人大代表作為港人一分子，在國
家修憲這樣的大事中投以贊成票，發
揮推動國家政治、經濟向前發展的重
大作用，是負責任和明智的，也是光
榮和值得自豪的。
事實是，本次修憲，不僅是 「兩
會」 工作的中心任務，更是國家未來
發展的重中之重和關鍵所繫，意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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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說是里程碑式的劃時代貢獻，
其深刻意義和長遠影響必將在日後國
家發展的實踐中進一步體現出來而為
人們更好地認識。
修憲內容共二十一條，包括：確
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
位、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國家主席任
期撤限、增設國家監察委員會等。
必須指出的是，二十一條修憲內
容，既是當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
發展的關鍵所在，同時更是改革開放
四十年特別是近十多年來最重要的實
踐經驗和最重大的成果。修憲內容是
有堅實的事實基礎和充分的民意基礎
作為依據的。
實踐已經證明：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
會生活中居於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
的特徵，以及習近平作為黨總書記、國
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堅強

領導，是國家過去十多年能夠取得進
一步成功、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國際地
位日益提高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二
○二○年實現小康、二○三五年全面
現代化以及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的必需條件和根本保證。
事實是，現行憲法於一九八二年
公布實施，其間於一九八八、一九九
三、一九九九、二○○四年四度對個
別條款和內容作出修正，而每一次修
憲就推動國家向前行一步，整個國家
建設和人民福祉就是在修憲中不斷向
前發展和逐步完善的。世界上沒有一
字不易的憲法，更沒有一成不變的事
業，中國發展到今天，就是需要以修
憲為國家繼續奮勇前進、事業繼續取
得成功提供憲制上的保障。
港人和全國人民一樣，樂見國家
發展、喜見修憲成功，支持並擁護習
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繼續
指導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 「一國兩
制」 和基本法不改變、不動搖，香港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向前發展。

立法會必須回歸議政職能
立法會四個議席補選投票昨日進
行。截至今日凌晨一時，點票工作尚
在進行中。
從初步數字及觀測看來，本次補
選投票，投票率及社會氛圍均低於前
次。究其原因，反對派不斷 「拉布」
、流會以及姚松炎等人因違法亂誓被
DQ事件，都使市民對立法會工作心
生厭倦和投票意欲低落；而建制派部
分新人仍有待歷練和提高，當然不如
一些阿哥阿姐級人馬有較強的吸票能
力，選情也見緊張。
而更重要的是，不管此次補選結
果如何，四個議席花落誰家，都改變
不了今後特區必須進一步依法貫徹 「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遵守國家憲法
和落實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事實，
改變不了基本法規定的立法會作為特
區議事機關的基本權責和職能，改變
不了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
特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這是
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不是反對派繼
續把持立法會一些議席所能阻撓和改

變得了的。
眼前，立法會就要審議通過 「一
地兩檢」 條例草案和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特區政府周內還會提交《國歌法
》的本地立法草案。反對派如果仍堅
持站在與民為敵、與民意相違背的立
場， 「阻住地球轉」 ，不讓 「一地兩
檢」 及預算案通過，支持高鐵便利兩
地交通的市民不會答應，亟盼財政預
算案綜援長津 「出三糧」 、寬免差餉
、退稅的基層市民和中產階層也絕不
會放過他們。
《國歌法》本地立法，更是特區
必須履行的、不可違抗的憲制責任，
本地立法工作必須以《國歌法》內容
為準。反對派在此次補選中就算再多
「擸」 一兩個議席又如何？難道他們
有膽、有能力不讓《國歌法》在本地
立法嗎？答案是一目了然的。
選舉終會塵埃落定，但搞亂立法
會不得人心，反對派抗中亂港，為外
國勢力作虎倀的圖謀必
以失敗告終。
關 昭

國家指導思想與時俱進 反映黨和人民共同心願

最高領導職務三位一體利長治久安
專題記者會要點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1
日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高票通
過憲法修正案。十三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秘書處法案組組長、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
，法案組副組長、法工委副主任
鄭淑娜會後舉行專題記者會。沈
春耀表示，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國家根本
法，實現了國家指導思想的與時
俱進，反映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的共同心願。而對國家主席、副
主席任期制的修改，實現 「三位
一體」 ，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黨
、大國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
且是最為妥當的。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1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載入國家根本法，體現黨和國家事業
發展的新成就、新經驗、新要求。
2 在憲法條文第一條寫入 「中國共產黨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本性、
全面性、時代性。
3 將監察委相關規定寫入憲法，將進一
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
深入開展。
4

▲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邀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秘書處法案組組長、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法案組副組長、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就 「憲法修正案」 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
者提問
新華社

憲法修正案明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
中的指導地位，針對將這一基本思想載入
國家根本法的重大意義，沈春耀表示，把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通過
憲法修正案載入國家根本法，實現了國家
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反映了全黨全國各
族人民的共同心願。

憲法修正案在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增
加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最本質的特徵」的表述，對此沈春耀表
示，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本
性、全面性、時代性，所以這次修改是對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規定在原有基礎上的進
一步加強、深化和拓展，具有重大的政治
意義和法治意義。

習思想是集體智慧結晶

「三位一體」是成功經驗

沈春耀稱，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
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
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
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根本的理
論指引，其政治意義、理論意義、實踐意
義，在黨內外，在全國上下已經形成了廣泛
的高度認同。所以在憲法關於國家的指導
思想中及時地反映我們黨領導人民創新的
最新成果是我們國家憲法的一大特點，也
是我們憲法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經驗。

關於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的修改一
直頗受關注。對此沈春耀說，刪去 「連續
任職不得超過兩屆」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
考慮。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最高領導職務，
黨和國家的軍隊武裝力量、中國人民解放
軍的最高領導職務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職務
「三位一體」，這樣的領導體制和領導形
式，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來說，
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為妥當的。這種
領導體制和領導形式是中國共產黨從長期
執政實踐中探索和總結出來的治國理政的

成功經驗。
沈春耀還說，如果看新中國的歷史，
關於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有不同的規定和做
法，最近這20多年來，特別是從1993年以
來，應該說 「三位一體」是一個成功有效
、至關重要的體制，因此這次修改是健全
國家領導體制的重要舉措，有利於維護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
統一領導，有利於完善國家的領導體制，
也有利於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憲法修正案全文刊A9）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針對備受關注的合憲性審查工作將如何推
進的問題，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表
示，憲法修正案把法律委員會修改為憲法
和法律委員會，在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這
個層面上首次出現 「憲法」，這是加強全
國人大在憲法方面工作的一個重要舉措。

沈春耀說，我們已建立一整套以憲法
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
個體系很重要的一個功能是要推動憲法實
施，所以憲法的實施、監督、解釋，還有
合憲性審查，以及配合憲法宣傳等，都會
得到加強和提升。
此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就憲法宣誓

憲法修正案法定程序
3月5日
聽取關於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
明。

3月7日
各代表團舉行全團會議和分組
會議，審議憲法修正案草案。
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會議和主
席團會議提出修改稿。

3月9日
各代表團審議修改稿。

合憲性審查將加強提升
做出決定，對於此次憲法修正案就憲法
宣誓做出規定，沈春耀解釋說，這次在憲
法的第27條中增加了一款，把這個制度確
定下來，首先是一種加強和提升，同時對
憲法的貫徹實施、弘揚憲法精神、增強憲
法意識、增強憲法自信，都會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

5 有關任期制的修改，有利於維護以習
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
一領導，有利於完善國家的領導體制
，有利於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記者張寶峰製表）

監察委入憲助推反腐

3月8日

▲11日，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第三次全體會議的代表走向會場 中新社

「三位一體」 領導體制和領導形式，
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為妥當的。

3月10日
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和主席團
會議提出建議表決稿，再由各
代表團審議。

3月11日
大會主席團根據各代表團審議
情況，提請大會表決。
資料來源：新華網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此次修憲
所佔篇幅最大的內容是在第三章國家機構中新增了
監察委員會一節，並對其餘10條作了相應修改。對
於這樣的修改對反腐敗工作的重要意義，全國人大
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表示，深化監察體制改革，是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具有全局性的重大
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設立監
察委員會。設立監察委員會涉及國家機構的職權的
重大調整和完善，所以需要做頂層設計，這個頂層
設計就是要在憲法中作出規定。

監察委主任任期不得超兩屆
此次憲法修正案對監察委員會的產生、組成、
性質、地位，以及它的工作原則、領導體制，包括
與其他有關國家機關的關係都作出了規定。關於監
察委員會主任的任期，修正案規定，監察委員會的
主任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任期相同，特別規定國
家監察委員會主任連續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關於領導體制，修正案規定，國家監察委員會
是最高監察機關，國家監察委員會領導各級監察委
員會的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領導下級監察委員會
的工作。
鄭淑娜說，這次憲法修正案對監察委員會的規
定就為設立監察委員會，並為依法行使職權、開展
工作提供了憲法依據，也為制定監察法提供了憲法
依據，本次大會的安排還有審議監察法草案的議程
，為制定監察法也提供了憲法依據。這些規定必將
進一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深入開展
，能夠取得進一步的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