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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評論員：
發揮憲法作用 發展必然要求

不斷適應新形勢不斷適應新形勢
憲法才具生命力憲法才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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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十九屆二中

全會19日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

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

議》。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上月15日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

座談會，就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

法部分內容的建議聽取各民主黨

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

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強

調，憲法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才

能具有持久生命力。修改憲法，

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活動和重

大立法活動，必須在中共中央集

中統一領導下進行，堅定不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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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修憲工作正確政治方向。

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
盟中央主席丁仲禮、民建中央主席

陳昌智、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農工黨
中央主席陳竺、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
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台盟中央主
席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無黨
派人士代表郝如玉先後發言。他們贊成
中共中央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贊同本
次憲法修改的總體要求和原則，並就加
強憲法實施和監督、維護憲法權威、推
進依憲治國和依法治國提出意見和建
議。

修憲是黨和國家大事
在認真聽取了大家發言後，習近平作
了重要講話。他表示，今天，我們召開
黨外人士座談會，目的是就憲法修改聽
取大家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堅持協商
於決策之前，重視在重要會議召開之
前、重要文件頒發之前、重大決策決定
之前，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
聯和無黨派人士意見和建議。大家各抒
己見，很多建議都非常中肯，我們將認
真研究吸納。
習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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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
革開放近40年來，憲法在我們黨治國理
政實踐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
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多次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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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憲
法，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是中共中央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局和戰略高度作出
的重大政治決策，也是推進全面依法治
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的重大舉措。

修憲體現人民意志
習近平強調，中國憲法是一部好憲
法。各民主黨派和統一戰線為中國憲法
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憲
法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才能具有持久生
命力。中共中央決定對憲法進行適當修
改，是經過反覆考慮、綜合方方面面情
況作出的，目的是通過修改使中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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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修改，既要順應黨和
人民事業發展要求，又要遵循憲法法律
發展規律。

修憲必須由中共領導
習近平指出，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
集中體現，是通過科學民主程序形成的
國家根本法。修改憲法，是事關全局的
重大政治活動和重大立法活動，必須在
中共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進行，堅持黨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
統一，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堅定不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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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保修憲工作正確政治方向。
習近平強調，憲法是人民的憲法，憲
法修改要廣察民情、廣納民意、廣聚民
智，充分體現人民的意志。希望大家深
入思考，提出意見和建議。希望大家增
強法治意識、強化法治觀念，尊崇並帶
頭遵守憲法法律，帶動廣大成員成為憲
法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
衛者。希望大家善用法治思維想問題、
作判斷、出措施，以法治凝聚共識、規
範發展、化解矛盾、保障和諧，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人心、匯聚力
量。

■■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1919日審議通過了日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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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播發《人民日報》21
日評論員文章，文章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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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憲法是一部好憲法
中國現行憲法是1982年審議通過的，以國家根

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一系列制度、原則和規則，
制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針，反映了中國各族人民共
同意志和根本利益。30多年來的實踐充分表明，
中國憲法有力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有力保障

了人民當家作主，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
設進程，有力維護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
穩定。
文章說，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現行憲法是一部
好憲法，好就好在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
代發展要求，好就好在充分體現人民共同意志、
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充分維護人民根本利
益，好就好在推動國家發展進步、保證人民創造
幸福生活、保障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好就好
在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
驗、始終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提供了
根本法治保障。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現行憲法具
有顯著優勢、堅實基礎、強大生命力，必須堅決
維護、長期堅持、全面貫徹。修改憲法部分內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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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憲

法及時確認黨和人民創造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
驗，是為了更好發揮憲法的規範、引領、推動、
保障作用，是實踐發展的必然要求。

維護國家法制統一權威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
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
性、穩定性、長期性。維護憲法尊嚴和權威，是維
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的前提，也是維護最
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
障。全黨同志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
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覺維護憲
法權威、保證憲法實施，為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
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努力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 十九大以
來，中國共產黨以「永遠
在路上」的執着將全面從
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宣示
了黨持續改進作風、懲治
腐敗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
心。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的政治自信和責任擔當，
贏得了海外專家的點讚。

完善監督機制
不斷自我淨化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大學

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埃萬德
羅．卡瓦略認為，中共要
求黨員時刻保持清醒頭
腦，也一直在進行自省、
嚴查黨內腐敗。作為執政
黨，能夠牢記使命、隨時
自查，才能保證道路不走
偏，並贏得更多民眾的支
持。他認為，這正是中共
領導中國不斷取得成功的
秘訣之一。
意大利國際問題專家姜

．埃．瓦洛里表示，中共
的巡視制度使黨內監督機
制更加完善，官員的行為
得到更加有效的監督，而
嚴厲的追責制度也使違規
亂紀者付出代價，使政府
工作效率進一步提高。他
認為，通過遏制腐敗，中
共不斷得到自我淨化，為
領導國家實現社會經濟文

化均衡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領導建設力度
世界政黨少見

阿爾及利亞第三大黨和平社會運
動黨領導人納阿邁．拉歐爾也認
為，中共對黨內組織機構的領導和
建設力度是世界其他政黨少見的，
中共在黨內加強監察和反腐敗鬥爭
力度，為國家社會經濟獲得持續發
展提供了保障。
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研

究室長楊甲鏞認為，中共進行黨風廉
政建設、不斷推進反腐敗鬥爭、堅持
全面從嚴治黨，向民眾傳遞了「不忘
初心」的信號，獲得了廣泛支持。
在塞爾維亞國際政治經濟研究院

「一帶一路」地區研究中心主任伊
沃娜．拉傑瓦茨看來，「既打老虎
又拍蒼蠅」給民眾傳遞了一個積極
信號，即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
紅線絕不可以觸碰。她說，中國共
產黨全面從嚴治黨的經驗給世界其
他政黨樹立了榜樣，中國共產黨對
黨組織的管理、對社會和經濟發展
的投入值得其他政黨學習借鑒。

香港文匯報訊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19日正式揭牌成立。據
新華社報道，經中共中央批准，包括北京市在內
的10個單位和地方成立首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機構。北京市委常委、宣
傳部部長杜飛進為研究中心學術顧問、特約研究

員、首批研究基地頒發聘書。
杜飛進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理論創
新，深入研究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的豐富內涵，深入揭示這一思想的核心要義、
核心內容、為民情懷和哲學意蘊，深入總結這一思
想在京華大地的生動實踐。要強化學理闡釋，全面

展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強大精
神力量，堅持往「深」裡走、往「實」裡走、往
「心」裡走，增強擁護核心、維護核心的政治自
覺。要加強組織領導，做實做強研究中心，構建一
流的運行機制，培養一流的研究人才，推出一流的
研究成果，形成一流的傳播影響。

北京成立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研究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20日發表評論員文章，
指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
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對憲法修改作出重要
部署。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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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關係全局 影響深遠
文章說，憲法是國家各項制度和法律法規的總
依據，充實憲法的重大制度規定，對完善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作用。憲法修改
關係全局，影響廣泛而深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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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把黨的十九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
策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
入國家根本大法，體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成
就新經驗新要求，有助於推動憲法與時俱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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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治國 邁出新步
文章指出，憲法修改是一次重大法治實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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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貫徹科學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嚴格依法按程序進行；
要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凝聚共識，確保反映人民

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注重從憲法發展的客觀
規律和內在要求上思考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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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憲法修
改的總體要求，貫徹好憲法修改的各項原則，就
能更好地體現人民意志，更好地體現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地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邁出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
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步伐。

新華社：修憲是一次重大法治實踐

■安徽省合肥市
包河區人民法院
濱湖法庭法官孫
健（中）向孩子
們講解憲法基本
知識和憲法精
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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