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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2018年1月14日（星期日）

二中全會本周開 專門討論修憲
政治局定四原則 強調對憲法不作大改保持連續性穩定性權威性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 1 月

政治局確定憲法

12 日召開會議，研究修改憲法部分內容

修改必須貫徹四原則

的建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
議。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

■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

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 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決定用一次

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正確

全會專門討論憲法修改問題，充分表明

政治方向

對這次憲法修改的高度重視。政治局會

■嚴格依法按照程序進行；

議並定下此次憲法修改必須貫徹的四項

■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凝聚共

原則。

識，確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

據

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中共
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稿在黨
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報告，決定根據這
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後將文件稿提請十九
屆二中全會審議。
會議認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
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現行
憲法頒佈以來，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的歷史進程中、在我們黨治國理政實踐中發揮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實踐證明，我國現行憲法是
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
法。

高度重視依憲治國依憲執政
會議指出，我們黨高度重視憲法在治國理政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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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實施憲法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
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工作，
為保證憲法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
障。
會議認為，我國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
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
設、改革的偉大鬥爭和根本成就，確立了工人階
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
體，確定了國家的根本任務、領導核心、指導思
想、發展道路、奮鬥目標，規定了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規定了社會主義
法治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
則，等等，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
利益。我國憲法確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則和規
則，確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針，具有顯著優勢、堅
實基礎、強大生命力，必須長期堅持、全面貫
徹。
會議指出，憲法修改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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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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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為更好發揮
憲法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
的重要作用，需要對憲法作出適當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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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決
定用一次全會專門討論憲法修改問題，充分表
明黨中央對這次憲法修改的高度重視。

推動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展
會議認為，這次憲法修改要高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堅
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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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指導，堅持黨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體
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成就新經驗新要求，推
動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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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強調，憲法修改必須貫徹以下原則：堅
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嚴格依法按照程序進行；充
分發揚民主、廣泛凝聚共識，確保反映人民意
志、得到人民擁護；堅持對憲法作部分修改、不
作大改的原則，做到既順應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要
求，又遵循憲法法律發展規律，保持憲法連續
性、穩定性、權威性。

辛識平：切除特權現象這個毒瘤
香港文匯報訊 “堅決反對特權思
想、特權現象，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
心”。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
習近平總書記諄諄告誡各級領導幹部。
人們記得，黨的十九大報告同樣強調
“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十
九大閉幕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
九屆一中全會、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
會、中央政治局會議、學習貫徹黨的十
九大精神研討班上，多次講到“反對特
權”的問題。新華社 12 日發表署名辛識
平的文章指出，堅決反對特權現象，是
黨中央一以貫之的堅定政治宣示。
“堅決”二字意味深長，蘊含深
刻教訓與警示。文章說，翻閱史冊，
統治集團享受特權、腐敗盛行導致
“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
皆是。殷鑒不遠，蘇共亡黨喪權的最
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內部形成了龐大
的特權階層，導致越來越脫離群眾，
與人民離心離德，最終喪失民心。一
旦特權大行其道，腐敗愈演愈烈，必
然失信於民，最終必然亡國亡黨。這
是歷史的鐵律。

習近平向武警授旗致訓詞引起熱烈反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日前向武警部隊授旗並致訓詞，在解放軍和
武警部隊及社會各界引起熱烈反響。大家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向武警部隊授旗並致訓詞
提振士氣、鼓舞人心。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
武警部隊實行集中統一領導，對實現黨在新
時代的強軍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
大而深遠的意義。全國人民將團結奮鬥，為
實現中國夢、強軍夢貢獻力量。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依法從嚴，全
面貫徹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要求，弘揚光榮
傳統和優良作風”，“凝聚強大正能量，努
力在武警部隊光榮歷史上譜寫新的時代篇
章。”
“武警部隊是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社
會穩定的重要力量。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武
警部隊實行集中統一領導，是符合新時代要
求的重大政治決定，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軍事制度的重大舉措。”西藏林芝
市巴宜區政法委書記旺青說，“作為基層政
法幹部，我們堅決支持和擁護這一決定，將
始終自覺聽黨指揮，為維護國家安全、保障

大改的原則，保持憲法連續

人民幸福作出應有貢獻。”

原武警上海總隊第三支隊轉業幹部鄂
進一直關注着軍隊改革。“武警部隊領導指
揮體制改革，體現出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
這一永遠不變的軍魂，也為武警部隊未來改
革發展指明了方向。”鄂進說，武警部隊擔
負多重重要任務，集中統一領導後關係理
順，更有利於武警部隊忠實履行職責使命。
河南省新縣人民武裝部政委張安武
說：“無論是在抗洪救災一線，還是地震滑
坡救援一線，只要國家和人民群眾有需要，
都有武警部隊第一時間馳援的身影。人民群
眾對武警部隊的信賴，正是源於這支部隊紅
色基因、優良作風的薪火相傳。習近平總書
記向武警部隊授旗提振士氣軍心，相信武警
部隊一定會不辱使命、不負重託。”
武警西藏森林總隊那曲大隊退伍老兵
李進軍，曾在平均海拔 4 千 500 米以上的那
曲工作 15 年。“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武警
部隊實行集中統一領導，將進一步強化黨對
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的必然要求。”李進軍說：“雖

■日前，武警安徽總隊合肥支隊特戰中隊
開展障礙、體能、實戰演練等課目的訓
練，提升部隊惡劣環境下的實戰化訓練水
平。
新華社
然我現在退伍了，但無論身在何處，我都將
牢記‘退伍不褪色’，在任何崗位上都始終
發揚‘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
光榮傳統，為黨和國家作貢獻。”

不公，哪裡就容易滋生腐敗。特權現
象敗壞黨風政風，嚴重損害社會公平
正義，引起群眾強烈不滿。正如黨的
十九大報告指出的，人民群眾反對什
麼、痛恨什麼，我們就要堅決防範和
糾正什麼。搞特權不得人心，把全面
從嚴治黨引向深入，必須切除特權現
象這個毒瘤。
文章指出， 治理特權現象，一方面
要嚴格“治權”。缺乏監督和約束，權力
必然肆意妄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裡，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織密監督之
網，權力就難以“特殊”、無法任性。
另一方面，也要深入“治心”。特
權思想，說到底就是顛倒了公私、混淆
了是非、模糊了義利，失去了人民公僕
的本色與初心。撼山易，正心難。樹立
“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權力
觀，始終心繫人民、敬畏法紀，方能心
有所戒、行有所止。堅守“權力姓公不
姓私”，保持一切為了人民的赤子之
心，幹部才會走好從政之路，切實把手
中權力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幹事、為民
謀利。

基層紀檢幹部：懲惡揚善利劍永不蒙塵
“要全面貫徹黨的
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裝再
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
着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深入，開創全面從嚴
治黨新局面。”習近平總書記11日在十九屆
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在基
層紀檢幹部中引起熱烈反響。
去年12月12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
區監察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南崗區委常
委、紀委書記杜曉坤成為該省深化監察體制
改革試點以來產生的首個監委主任。黨的十
九大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在全國推
開，目前各地各級監察委密集成立，改革進
入“施工高峰期”。
11 日晚，杜曉坤第一時間在手機上學習
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後激動地說：“作
為一名基層紀檢監察幹部，我將不忘初心，牢
記使命，以永遠在路上的恒心和韌勁，堅定地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確保總書記的要求在南崗
區落地生根。”
習近平在講話中對紀檢監察機關提出要
求，“執紀者必先守紀，律人者必先律
己。”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令江蘇省
常州市鐘樓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劉敏感到

&

軍隊改革牽引民心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正是鋻於歷
史教訓，懷着深沉的憂患意識鑒和問題
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向特權思想、
特權現象亮劍，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整
治特權現象、規範權力運行，從嚴管黨
治吏，取得顯著成效。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反對特
權沒有休止符。應當看到，在一些幹部
身上，特權思想、特權現象依然不同程
度存在。
文章舉例說，有的幹部違規佔有多
套住房，超標配備公車，揮霍公款吃喝
玩樂；有的奉行“有權不用，過期作
廢”，把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有
的“一把手”搞“一言堂”“家長
制”，在重大決策上剛愎自用；有的喜
歡“封妻蔭子”“一人得道，雞犬升
天”那一套，明裡暗裡為子女親屬陞官
發財奔走；有的兩眼朝天，對群眾作風
粗暴，甚至與民爭利；有的以權壓法、
以權枉法，視法律為兒戲，拿着“印把
子”任性妄為。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
醜者無怒。”哪裡有特權，哪裡就有

振奮，“打鐵必須自身硬，我們今後要更加
強化自我監督和自我約束，做到信念過硬、
政治過硬、責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
硬，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不被濫用、懲
惡揚善的利劍永不蒙塵！”
習近平總書記說，“要鍥而不捨落實中央
八項規定精神，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
繫”，體現了信心決心，彰顯着為民情懷。
對此，浙江省德清縣雷甸鎮紀委書記陳
金華感受很深，鄉鎮紀委是正風反腐的“前
哨”，新的一年，我們要按照總書記提出的
“撲下身子深入群眾，面對面、心貼心、實
打實做好群眾工作”的要求，繼續推進基層
黨員幹部廉政建設，打造“清廉鄉村”，為
老百姓謀福利、辦實事。
“重整行裝再出發，久久為功必有所
成。”重慶市紀委第五紀檢監察室幹部方亮
說，“當前，重慶市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試點已進入衝刺階段，問題線索移交、人員
轉隸等工作穩步推進。作為一名改革的實踐
者和參與者，我們要進一步學習提高本領，
深入把握改革中面臨的新情況，適應新時代
反腐敗工作的新要求，展現一線紀檢工作者
的新作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