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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修憲順應民心 保障改革發展
修改 21 條皆必要之舉 憲法穩定性不會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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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界別委員：
體現人文關懷 促進民族和諧
此次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有兩條內容
涉及民族關係，第三十四條、第三十
八條分別將相關條款內容修改為：
「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
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
「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
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
結互助和諧關係。」有關民族關係的
表述均新增「和諧」二字。
西藏自治區社科院南亞研究所副所長
邊巴拉姆：
和諧既是各民族的共同追求，也是對
民族關係發展態勢的客觀陳述；二字
折射出中國民族工作正向着更完善的
方向進步。
西藏大學教授圖登克珠：
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
係突顯了人大立法的人文關懷，有助
於進一步促進民族和諧。

(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針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修正案》獲表決通

過，多位全國人大代表表示，這順應了時代發展要
求和民意民心所向，將保障中國不斷深入推進改
革，在新時代實現新發展。
行憲法是一部好憲法，同時，憲法也要與時俱進。」全
「現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敬大力表示，這

次修憲遵守了「不大改」的原則，這是因為憲法是一個國家的
根本法，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另一方面，形勢和任務變了，
憲法也要與時俱進，應該以必要性為原則進行修改，此次修憲
涉及21條修改，都是必要之舉。
全國人大代表、司法部原副部長張蘇軍說，修改憲法有助於
完備國家法律體系，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也集中反映了全國
人民的共同願望，完全贊同。
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南寧中心支行行長崔瑜表示，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十九大上已寫入中國共產黨黨
章，此次寫入憲法，能更好引領全國人民實現新時代偉大夢想。
人大代表、四川甘孜州州長蕭有才也表示，把黨的指導思想
轉化為國家指導思想，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迫切需要，能更
好地發揮憲法對中國社會的規範和引領作用。

各界代表紛紛點讚
此次對現行憲法的 21 條修改中有 11 條同設立監察委員會有
關，多位受訪人大代表認為，這體現了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從
嚴治黨的有機統一，充分體現了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
全方位保證「有權不能任性」。
人大代表、廣西北海政法委副書記莫華福表示，賦予監察委
員會憲法地位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保障監察委員會履職
盡責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家騏表示，他觀察到此次修憲在序
言部分的第十、第十二自然段中各有一處修改加入了「改革」
一詞，這說明新時代的中國把改革放到了至關重要的位置，並
將持續推進改革。
人大代表、福建省福安市坂中畲族鄉後門坪村村委會主任雷
金玉告訴記者，憲法離我們其實很近，基層社會穩定發展要有
憲法保障。
人大代表、河南上蔡縣拐子楊村黨支部書記張全收看到了修
憲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更具體一面：生態文明正式寫入憲法。對
此，他說，青山綠水是人民的需求。隨着國家加大治理霧霾，
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條件，在生態文明寫入憲法後，加強生態文
明保護會刻在每個人的心中。

學者：修改主席任職規定 符合中國國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
部委員王巍十分振奮。「憲法修正
案高票通過，完全表達了人民的意
願。」他說，修改國家主席任職方
面的有關規定，這是符合我國國
情、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
設計，是保證中國共產黨、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
「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有利於
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使黨和國
家領導體制更加穩定，更符合全
黨、全民、全軍的共同意志和共同
要求。
代表委員和廣大幹部群眾認為，
修改國家主席任職方面的有關規
定，對於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
導、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着正
確方向前進具有重大意義。

解放軍代表：推進從嚴治軍
憲法修正案高票通過的消息廣泛
傳播，大家堅決擁護這一結果，認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縣縣長林安：
將通過政協平台加大對憲法普法工作
的民主監督，同時加快出版少數民族
文字宣傳材料，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推
進憲法修正案的全面貫徹落實。

為這充分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的
意志。甘肅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
主任陳永勝強調說，以根本法的形
式反映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
設、改革取得的成果，對這一點，
我們理直氣壯，充滿自豪。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對憲法
修正案表決通過反響熱烈。全體代
表表示，這充分反映了憲法修改順
應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需要，是全

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和
一致心聲。
「這次憲法修改更好體現了人民
意志，更好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的優勢，我們衷心擁護憲法
修改，並將推動憲法精神在軍隊全
面貫徹落實，推進新時代依法治
軍、從嚴治軍，推動治軍方式根本
性轉變。」全國人大代表、西藏軍
區副司令員汪海江說。

華媒：修憲對長遠發展意義重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海外華文媒體高度關注本
次修憲，除了對修改內容進行
深度報道外，還紛紛發表評論
文章，認為此次修憲順應時
勢、順應民心，對中國長遠發
展意義重大。
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當
地學者觀點認為，這次修憲的
一大意義在於實現了中國黨和
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的一致性和
合理性。這一體制理順後，決
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架構
便成形了，構成一個政治過程

中的三個階段，這絕不同於西
方的「三權分立」，是很深度
的改革。文章又認為，這次修
憲也體現了由「黨政分開」到
「黨政分工」的轉變。
《澳門日報》刊發社論指
出，本次修憲之所以獲得高票
通過，因為這是順應時勢之
舉。憲法作為上層建築，一定
要適應社會的變化而變化。
台灣《旺報》評論文章稱，
從短期來看，修憲後，能有效
杜絕貪腐，有助於建立真正
「不敢貪、不能貪、不想貪」

的行政文化。
中期而言，有助於現階段戰
略規劃的落實，「三位一體」
的制度安排也成為大國外交名
實相符的適當安排。大陸崛起
和新型國際關係的推動，正是
此次修憲重大而必要的外部因
素。
再從未來的國際變局來看，
《旺報》指出，由於大陸的重
要性與日俱增，修憲確立了中
長期發展的趨勢和意圖的穩定
性，將大大有助於全球化的定
向發展。

新華社：築牢奮進新時代的憲法根基
香港文匯報訊 11 日下午，十三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經過投票
表決，高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修正案》。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對我國現行憲法作部分修改，是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新時代堅
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和戰略
高度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推進全面依法
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的重大舉措，是大勢所趨、事業所
需、黨心民心所向，必將為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憲法保障。

文章指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
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堅持依法治國首先
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
堅持依憲執政。黨中央決定對憲法進行
適當修改，目的是通過修改使我國憲法
更好體現人民意志，更好體現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更好適應提高中
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能力、推進全面依法
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的要求。

依法修憲 謹遵程序
這次憲法修改，堅持黨的領導，堅持
對憲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嚴格依

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扎蘭屯市副
市長杜明燕：
「和諧」二字體現了民族關係在交往
交流交融中與時俱進。來自景頗族的
全國政協委員何慶也表示，以國家根
本法的形式把各民族的發展要求和共
同目標固定下來，為推動社會進步，
促進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指導
性規範。

法按程序推進，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共
提出數千條建議。這是嚴格依法辦事、
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凝聚共識的過程，
體現了黨和人民的共同意志，體現了堅
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
的有機統一。
憲法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才能具有
持久生命力。這次憲法修改，根據新時
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
勢新任務，把黨的十九大確定的重大理
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載入國家根本
法，把黨和人民在實踐中取得的重大理
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成果上升
為憲法規定，體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的新成就新經驗新要求。

保障實施 推動發展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
弱。」文章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
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把實施憲
法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才能
推動黨和國家事業順利發展。以這次憲
法修改為契機，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
深入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在全黨全社會大力弘揚
憲法精神、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推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法治軌道上行穩
致遠。

新疆藝術劇院歌劇團塔吉克族演員玉
克賽克·西加艾提：
憲法修正案的相關表述是對各民族團
結、少數民族近年發展的肯定。民族
團結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線，我們一定
要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把促
進民族團結、和諧放在工作的第一
位。
來源：中新社

國際：修憲與時俱進
中國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11 日下午表決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世界主
要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海外各界人士給
予積極評價，認為中國此次修憲恰逢其
時，護航新時代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
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海外各界人士認
為，中國藉此實現國家指導思想的與時俱
進，將進一步保障新時代中國發展行穩致
遠。
約旦阿拉伯作家和記者中國之友國際協
會主席馬爾旺．蘇達哈認為，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將保
證中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
導下繼續穩定發展。「近年來，中國的發
展為世界樹立了榜樣，我相信新時代中國
經濟社會將更加繁榮，國家治理將更加成
功。」
阿塞拜疆國家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亞太研
究部主任拉菲克．阿巴索夫充分肯定將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
法的必要性，認為這體現了國家指導思想
的與時俱進，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地位。「我相信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一定能探索出一條符合國情、有
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
黎巴嫩「阿拉伯人看中國」網站負責人
馬哈茂德．拉亞認為，將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意義重大，
不僅使憲法適應新時代、新發展要求，更
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帶領中國人民堅定不
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更加美
好未來具有充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