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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庄严时刻

——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
2018 年 3 月 11 日 15 时 52 分，大会主持
人话音未落，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雷
鸣般的掌声已经响起。
11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
这里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
议程，是投票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
15 时许，当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
入会场时，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历史必将铭记这一时刻——
15 时 10 分，大会开始采取无记名投票方
式，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
现场工作人员发放表决票。与会的 2964
名代表每人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表决票。确
认所有代表都收到票后，主持人宣布开始写
票。
这一刻，万人大礼堂内格外肃静。肩负
亿万人民重托，代表们作出郑重表决。
15 时 24 分，坐在主席台正中的习近平

首先起身，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手持
表决票，稳步走向主席台上的票箱，将手中
的票郑重投入票箱。此刻，掌声如潮。
这掌声，是对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的坚定拥护，是对人民领袖的衷心拥戴，
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法治
国、依宪执政的高度肯定。
主席团成员一一走向主席台上的票箱，
投下神圣一票。
欢快的乐曲声中，2964 名代表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有序地走到分设在会场各区域
的票箱前，将凝聚人民意志的表决票一张张
投下。
经过电子计票系统统计，大会主持人宣
布，发出表决票 2964 张、收回 2964 张，此
次表决有效。
15 时 51 分 ， 现 场 迎 来 万 众 瞩 目 的 时
刻 。 工 作 人 员 宣 读 计 票 结 果 ： 赞 成 2958
票，反对 2 票，弃权 3 票。
大会主持人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日报》评论

充分体现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一论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有国家根本大法的与时俱进，
才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基业长
青。这是宪法发展的基本规律，
也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把
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
本法，
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这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
新经验、
新要求，
必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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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
变化而变化。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也体现这样的特点。从
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到本次宪法修改前，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
在党中央领导下，
全国
人大先后4次对宪法作出修改。这些修改，
有力推动和保障了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有力推动和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实践表明，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
吸纳新经验、
确认新
成果、
作出新规范，
才具有持久生命力。可以说，
随着党领导人
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
完善发
展，
是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也是一条基本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统筹推
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提出一系列重大政治
论断，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次宪法修改，
把党的指导
思想转化为国家指导思想，
对于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对国家各项事业、
各方面工作的指导作用，
确保党
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站在健全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作出了一系
列重大制度安排，
包括坚持党的领导、
人大制度、
统一战线制
度、
宪法宣誓制度、
国家主席任期制度、
国务院管理制度、
地方
立法制度、
监察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些重大修改，
充分体现党
和人民的共同意志，
充分体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取得的发展成果，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势。在这个意义上，
本次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不仅让我们国家的根本法紧跟新时代步伐，
让治国安邦的总
章程更加完善发展，
让党和人民意志得到更加集中的体现，
更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法者，
天下之程式也，
万事之仪表也”
。翻开新修订的宪
法，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
总任务、
总
体布局、
战略布局鼓舞人心，
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发展方式、
发
展动力、
战略步骤、
政治保证等清晰鲜明。以这次修改宪法为起
点，
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
引领、
推动、
保障作用，
我们必将进一
步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团结凝聚最广
大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来源：
《 人民日报 》
（ 2018 年 3 月 12 日 10 版）

宪法修正案》 通过！”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
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 掌 声 ， 是 2900 多 名 现 场 代 表 的 由 衷
表达，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是对宪法修
正案的高度认同，更是对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无比自信！

这是彰显程序正义的法治实践——
在此之前，代表们在本次大会开幕当天
就听取了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随后
几天内，代表们进行了认真审议、充分表达
意见，一致赞成将草案提请大会表决通过。

这是新时代宪法与时俱进的生
动步伐——
代表们认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等写入宪法，体现了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新要求，确认了党和人民在实践
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成果，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是 1982 年宪法实施以来，最高立法机
关第五次对国家根本法的修改。从党中央提
出建议，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宪
法修正案草案提请本次大会审议，再到大会
期间多次审议、补充完善、投票表决，这段
法治进程，是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体现出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展现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基层法院审判庭庭长厉
莉倍感振奋：“亲历宪法修改，我感到无比
神圣和自豪。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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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 天 一 定 会 写 入 历 史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应和走出会场时情绪
激昂，“宪法修正案高票通过，代表了人民
的心声，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让我们对
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来源：
《人民日报》
（2018 年 3 月 12 日 03 版）

护航新时代 走向新辉煌
——社会各界群众热议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
这是一个意志凝聚的时刻，这是一
个团结奋进的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
过！”3 月 11 日 15 时 52 分，人民大会堂内
掌声雷动，代表们豪情满怀。这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
瞬间，是我国坚持推进依法治国、依宪
治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体现新要求，护航新时代。社会各
界群众纷纷表示，此次宪法修正案获得
高票通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坚
决拥护、积极践行。未来伴随国家根本
法权威的进一步彰显、作用的进一步发
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越走
越宽广，我们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顺应时代特点，巩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庄严宪法，
字字千钧。重温宪法修改
历程，
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艰
辛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
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
深化。社会各界纷纷表示，
这次宪法修改
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历史特点，
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
成就新经验新要求，符合党心民心。
“这次宪法修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依宪执政、依宪
治国、领导立法的生动实践，也是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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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副
市长张建东代表身临现场，深感自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
题，将其载入宪法，有利于巩固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对此，西
南政法大学宪法教研室主任张震用
“举旗定向”予以形容，认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宪法修正
案的灵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

崭新的时代视角，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
迎接挑战，攻坚克难，创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家行
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委员说，此次宪法
修改实现了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人民
意志的高度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
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
宪法修正案在宪法总纲第一条增
加规定，
“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 这使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了
更强的制度约束力和更高的法律效力，
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国家政
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根本法治保
障。”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洪祥
代表说。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
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
的利益所在、
幸福所在。
”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汤维建委员说，
增加这一规定是
历史的选择、
现实的需要、
未来的保证，
是
如期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赞成 2958 票！”听到这个数字时，
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察
委员会主任许传智代表激动满怀。他
说，
“ 这充分体现了此次宪法修改是党
心所向、民心所望。未来，宪法必将更
好发挥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必
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提供更加有力的宪法保障。”

将创新成果载入宪法，不断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初心
和使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坚定
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如今，这些伟
大的历史实践在共和国的根本法上留
下了辉煌篇章。
对于国家主席任职规定的调整，重
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代表说，
这是对“三位一体”领导体制的历史经

验的全面总结，是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健
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保证国家领导体制有效运行，有利于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谈及监察体制改革，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
莫小峰代表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有关
监察委员会的内容，将改革实践成果提
炼上升为宪法规定，使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于宪有据，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
必将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
化，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更大成效。
“宪法修正案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
方性法规的规定，我深表赞同。”四川成
都市政协副主席徐玖平代表说，我国地
域辽阔，各地差异大，发展不平衡。这次
宪法修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助于立
法工作因地制宜，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推
动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理。
“宪法宣誓是彰显宪法尊严和权威
的 仪 式 化 程 序 ，虽 然 只 有 短 暂 的 几 分
钟，誓词也只有简短的几十个字，但分
量、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工委主任邓泽永
代表认为，它将促使宣誓人时刻铭记权
力来自人民，时刻明晰权力置于法律的
框架和约束下，有利于使宪法精神融入
日常工作生活。
“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
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的鲜明
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
为，这次宪法修改，是对党和人民在实
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
制度创新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和固化，
必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更好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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