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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建議》指出，根據新時代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勢新

實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修
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部分內容的建
議，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
照法定程序提出憲法修正案議案，提請第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
議。

增「新發展理念」等表述
《建議》共有21條，涵蓋了中共十九大

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其
中第一條就提出，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
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
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
下」修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
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健全社會主義
法制」修改為「健全社會主義法治」；在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前增寫「貫徹新
發展理念」；「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
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
「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
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建議》的第二條提出，把憲法序言第

十自然段中「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
中」修改為「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
過程中」；「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
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
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
愛國統一戰線」修改為「包括全體社會主
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

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
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
國統一戰線」。

增寫「人類命運共同體」
《建議》也提出，把憲法序言第十二自

然段中「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世界人
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修改為「中國革命、建
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
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
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
則」後增加「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
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
和經濟、文化的交流」修改為「發展同各國
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建議》的十四條還提出，把憲法第

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
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每屆任期相同。」

增加「監察委員會」一節
《建議》中提出在憲法第三章「國家

機構」中增加一節，作為第七節「監察
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設立主任，副主
任若干人， 委員若干人。 監察委員會主
任每屆任期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
期相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連續任職
不得超過兩屆。 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和職
權由法律規定。
《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全文見A2

習近平新時代思想入憲
國家主席任期不限兩屆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公佈

了十九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

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

議》（以下簡稱《建議》），共涉

及21處。其中，建議將憲法序言

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

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

要思想指引下」修改為「在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

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

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將憲法第七

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

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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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屆二中全會上

月審議通過中共中央

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

容的建議。圖為習近

平在二中全會上作重

要講話。 資料圖片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
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
要思想指引下」修改為「在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

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

■「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
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
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
主義國家」修改為「推動物質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

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

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
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
項原則」後增加「堅持和平發展

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

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
和經濟、文化的交流」修改為「發展同

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
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
責，受它監督。」修改為「國家行政機

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

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

受它監督。」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
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
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修改為「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

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

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修
改為「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

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
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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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發表題為《為新
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
力憲法保障》的署名文章指出，修改憲法
中國家主席任職期限的有關規定，加強和
完善國家領導體制；增加有關監察委員會
的各項規定，為設立監察委員會提供憲法
依據。
文章指出，《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

分內容的建議》將「科學發展觀、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在一起，確定其
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調
整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和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內容，明確推動物
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
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完善依法
治國和憲法實施舉措，明確健全社會主義

法治，實行憲法宣誓制度，增加設區的市
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充實完善我國革
命和建設發展歷程的內容，使黨和人民
團結奮鬥的光輝歷程更加完整；充實完
善愛國統一戰線和民族關係的內容，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廣泛凝
聚正能量；充實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內
容，明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
贏開放戰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充實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容，

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最本質的特徵；增加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的內容，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
奮鬥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修改憲法中
國家主席任職期限的有關規定，加強和
完善國家領導體制；增加有關監察委員
會的各項規定，為設立監察委員會提供
憲法依據。
《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提供有力憲法保障》 全文見A3

確定思想指導地位 完善國家領導體制

中共中央修憲建議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發表題為
《賦予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健全黨和國家
監督體系》的署名鍾紀言的文章指出，黨
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
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以下簡
稱《建議》），建議在將要提請十三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憲法修正案中，專
門增寫監察委員會一節，確立監察委員會
作為國家機構的法律地位。這是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
戰略決策，必將為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
統一領導，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國
家監察體系，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
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奠定堅實憲法基礎、

產生重大深遠影響。

明確規定性質地位名稱等
在憲法中增寫監察委員會一節，是對我

國政治體制、政治權力、政治關係的重大
調整，是對國家監督制度的重大頂層設
計，順應了把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的
迫切要求，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監
察體制改革的成果，貫徹了黨的十九大關
於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大部署，有
利於堅持和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
導，豐富和完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為制定監察法、設立國家和地方各級監察
委員會提供憲法依據，為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重要保證。
《建議》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中

專門增加一節，作為第七節「監察委員
會」，增加五條，就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
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性質、地位、名稱、
人員組成、任期任屆、領導體制和工作機
制等作出規定，為監察委員會建立組織體
系、履行職能職責、運用相關權限、構建
配合制約機制、強化自我監督等提供了根
本依據，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使國
家監察體制改革於憲有據、監察法於憲有
源，體現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
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有機統一，必將進一
步堅定全黨全國人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治道路的決心和信心。

確保監察權依法正確行使
《建議》提出在憲法第一百二十七條

規定：「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
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
和個人的干涉。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
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
察機關、執法部門相互配合、相互制
約。」在憲法中對這種關係作出明確規
定，是將客觀存在的工作關係制度化法
律化，可確保監察權依法正確行使，並
受到嚴格監督。

賦予監察委憲法地位 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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