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们一致认为，宪法修正案草案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

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宪法保障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
的建议》中，提出了对国家主席任职
规定的修改。这是我们党在全面总
结党和国家长期历史经验基础上，站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的健全党
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重大举措。其要
旨在于完善“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的国家根本法作用，具有
重要意义。

这样修改与我们党的政治体制
改革方向是并行不悖的。上世纪8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针对政治体制改
革曾说过很重要的话：“领导制度、组
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

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
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段话，实质上
回答了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为什么要保持领导的连续性。例
如，能否确保党对“党政军民学”和

“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这就事
关“根本性”和“全局性”；能否坚持和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这就事关“稳定性和长期性”以
及“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

“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是我们党在
长期执政实践中探索出的一条成功
经验。国家主席制度是党和国家领
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修改国家主
席任职规定，是着眼于健全党和国家
领导体制，在宪法中作出制度安排，
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
休制，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
制。使党的总书记、党的中央军委主
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
任职规定保持一致，是符合我国国
情、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设
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
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作者系中国
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制度安排
张国祚

修改宪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修改宪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代表委员们在审议讨论代表委员们在审议讨论

宪法修正案草案时纷纷表示宪法修正案草案时纷纷表示，，修改宪法是时代之需修改宪法是时代之需，，民心所向民心所向。。

时代之需 民心所向

3月7日，人大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宪法修正

案草案。全国人大代表喜清江（左一）、李郁华（左二）表示，修改宪法有利

于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月7日，人大浙江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会场内

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月7日，人大安徽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全

国人大代表王孝巧（右二）就宪法修正案草案有关章节与同团代表交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月7日，在中共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热烈讨论宪法修

正案草案，全国政协委员张宝顺在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彭 江摄

根据宪法修正案（草案），具体修
改内容之一是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
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增写“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这是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宪法完善发展的
重要举措，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
设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对于我们深刻
认识和把握坚持党的领导的重大意
义，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作用。

在当今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
治领导力量。确定党在国家中的领
导地位是我国宪法的题中应有之
义。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的选择。实践雄辩地证明：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
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
益所在、幸福所在。有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了今天
这样的辉煌成就，才以这样的崭新姿

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没有中国共产
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
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现
在，我们已站上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开启了新的奋斗征程。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不知还要爬多少坡、
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雨、克服多少
困难。要实现宏伟目标，战胜前进道
路上的风险挑战，从根本上讲还是要
靠党的领导、靠党把好方向盘。

适应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新要
求，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国家的
根本法，能够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地
位的法律权威，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贯
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把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到
各项工作当中去，确保党始终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作者系武汉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孙来斌

修改宪法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我国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
法。全面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
国。我国宪法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
机统一，是一部具有显著优势、坚实
基础、强大生命力的好宪法，在全面
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
中提供了根本的法治保障、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修宪是时代要求、民心所
向。“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
功”。从 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
生至今，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完
善过程中。1982 年宪法公布施行
后，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实践和发展，在党中央领导
下，全国人大于 1988 年、1993 年、
1999 年、2004 年，先后 4 次对 1982

年宪法即我国现行宪法的个别条款
和部分内容作出必要的、也是十分重
要的修正。这些年来，我国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新时代对宪法提出了新要
求，修改宪法是历史的必然，反映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再次，修宪是科学立法精神的
具体展现。我国现行宪法主体内容
是好的，总体上看是适合的，需要
修改的内容应当属于部分和补充性
质的。因此中央提出“部分修改、
不作大改”，使得这次修宪既保障了
宪法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又能及时反映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满
足人民的共同心声；既坚持党的领
导，严格按照法治程序进行，充分
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又吸纳
新经验，总结新成果，作出新规
范。因此，新宪法必将更好地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副所长）

修改宪法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冯颜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所以，必须坚定维
护宪法权威，积极发挥宪法作用。
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宪法修改建
议，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
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
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注重维护宪法权威，积极
发挥宪法作用，从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
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国现行宪法公布实施至今已
有 36 年，其间，全国人大先后 4
次 修 正 宪 法 ， 共 通 过 31 条 修 正
案。自 2004 年修改宪法至今，已
过去十多年。十几年来，特别是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有

了很多重大发展，取得了诸多重大
成就，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确立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全党的指导地位。及时修改宪法，
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
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法，
是维护宪法权威的根本要求，也有
助 于 更 好 地 发 挥 宪 法 的 根 本 法
作用。

宪法修改事关全局，影响广
泛 而 深 远 。 宪 法 修 正 案 （草 案）
是在党内外具有广泛的高度共识
基础上形成的，覆盖面宽、覆盖
率高，内容丰富又具体。修正案
的很多条款操作性很强，这有助
于通过实施宪法，更好地维护宪
法 权 威 。 相 信 宪 法 修 正 案 （草
案） 一旦通过，并采取一系列有
力 措 施 加 强 宪 法 实 施 和 监 督 作
用，就会充分发挥其作用，彰显
其生命力，让人民群众真切地感
受到宪法就在身边。（作者系中共
中央党校宪法行政法室主任）

维护宪法权威，发挥宪法作用
王 勇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同时，宪法只
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
认新成果，才具有持久生命力。

历史地看，我国宪法发展的一
个显著特点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发
展而不断完善。1982 年宪法施行
后 ， 经 1988 年 、 1993 年 、 1999
年、2004年先后 4次修改，补充修
改的内容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领导
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的发展成果。正是由于我国宪法
能够顺应实践发展要求、紧跟时代
前进步伐，及时确认党和人民创造
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与时俱
进、不断完善，才有力推动和保障
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这已经成为

我 国 宪 法 发 展 的 一 条 基 本 规 律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依法
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
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我
国宪法作出适当的修改。为此，根据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形势新任务，把党和人民在实
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把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的一
系列重大政治论断、确定的新的奋斗
目标载入国家根本法，是非常必要、
非常及时的。通过修改，可以使我国
宪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更好体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适
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要求。（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
展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用与时俱进的宪法引领新时代发展
刘志明

法治建设从来都是随着社会和
时代进步而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
断完善的。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
章程，必须适应新变化，必须随着党
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修改宪法是党中央从全局和战
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保证党和
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
和制度安排。宪法修正案（草案）将
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
供有力宪法保障。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

威也在于实施。修改宪法是为了更
好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的国家根
本法作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
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
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
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
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
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
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
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
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
必须予以追究。我们要把实施宪法
摆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
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
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
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以宪法修
改为契机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作者系中共中央党
校教授）

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突出位置
陈曙光

修改国家主席任职规
定，是着眼于健全党和国家
领导体制，在宪法中作出制
度安排

新时代对宪法提出了新
要求，修改宪法是历史的必
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同心声

在当今中国，党政军民
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
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
载入国家根本法，是维护宪
法权威的根本要求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
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
果，才具有持久生命力

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实
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的国
家根本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