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力推动和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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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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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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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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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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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城里人待客有了新

讲究， 喜欢笨鸡、 笨猪肉等
笨菜， 越笨越喜欢。” 全国人
大代表、 河南省栾川县潭头
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来
法跟记者分享了他今年春节
期间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杨来法口中的当地方言
“笨 ”， 就是 “土 ” 的意思 ，
所谓 “笨菜” 其实就是指绿
色无污染， 基本由农户自己
养殖、 种植的畜禽、 蔬菜。

在杨来法看来，“笨菜”走
俏体现了人们对食品安全和
健康的新追求，也启示了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大宗农产品总量过剩 ，
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 其实
是农业结构调整跟不上消费
升级步伐导致的矛盾。” 全国
人大代表、 江西省瑞金市委
书记许锐认为， 不过这背后
也蕴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巨大空间和质量兴农
的巨大潜力。

农业部数据显示 ， 我国
粮食总产量连续５年超过１．２
万亿斤， 肉蛋菜果鱼等农产
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基层
代表认为， “有没有” “够
不够” 已不是问题， “好不
好 ” “优不优 ” 更受关注 。
农产品供给也迫切需要来一
场质量革命。

“农户种什么、 养什么要
跟着市场走。” 全国人大代
表、 山东省淄博市双杨镇赵
瓦村党委书记李久存说， 现
在看， 市场需要咱走的是质
量兴农、 特色品牌的路子。

“以土壤为例， 施化肥就
好比给土壤吃肉， 大鱼大肉
吃多了土地也会生病。” 全国
人大代表 、 河南远东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党永
富说， 同时， 还要加大有机
肥和化肥减量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 有了健康的土壤才有
健康的农产品。

硬环境有了 ， 软环境也
不能缺 。 杨来法代表建议 ，
在全国发展推广农村 “一村
一品牌 ” 的特色安全农业 。
“农民没有谁不爱惜家乡名
声， 爱惜本村品牌就是爱惜
本村子孙未来 。 ” 他表 示 ，
“一村一品牌” 有助于把农产
品安全管理内化为村民自治
文化的一部分。

质量兴农 ， 不仅农民要
转变观念， 政策供给也要随
之相应调整。 许锐建议， 要
加快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 ，
推动科技研发、 农业补贴等
更多向绿色发展、 质量提升、
效益提高等方面投入， 引导
农民自觉参与农产品的质量
革命。 据新华社

城里人都爱吃“笨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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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热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