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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张德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 11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听取了张德
江委员长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0 人，出席 2964
人，缺席 16 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
晨主持会议。
与会代表经过表决，首先通过了由
35 名 代 表 组 成 的 总 监 票 人、监 票 人 名
单。王少峰、杨艳为总监票人。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
议案办法的规定，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全体代表的三
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经过约 40 分
钟的发票、写票、投票、计票，15 时 51 分，
工作人员宣读计票结果：赞成 2958 票，
反对 2 票，
弃权 3 票。
王晨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通过。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11
日发布公告，
宪法修正案予以公布施行。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张
德江向大会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他说，过去的五年，是我们党和国家
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权
威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全面开
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 月 11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
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张德江从 7 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
的主要工作。一是着力加强重点领域立
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二是着力发挥立法引领
和推动作用，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顺

利实施。三是着力完善监督工作机制，
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和“一府两院”工作
的监督。四是着力深化和拓展代表工
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五是着力推动
人大制度完善发展，夯实国家政权建设
和党长期执政基础。六是着力加强人大
对外交往，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七

新华社发

是着力推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党的建
设，
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张德江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是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

人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
大机关工作人员扎实工作的结果，是国
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
地方各级人大密切配合的结果，是全国
各族人民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的结果。
张德江从 5 个方面总结了五年工作
的主要体会。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最大优
势，必须坚定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党的指导
思想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必须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
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
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必须切
实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
和社会生活之中。四是全面依法治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
障，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五是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张德江指出，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十三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原则通
过了2018年常委会工作要点和立法、
监督
工作计划，
对今后一年的工作作出初步安
排。一是继续加强立法工作。二是继续加
强监督工作。三是继续加强代表工作。
张德江说，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新一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能够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谱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新篇章。
大会执行主席刘家义、刘赐贵、张庆
伟、胡和平、段春华、贺一诚在主席台执
行主席席就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11 日 通 过 ，现 予 公 布

第三十二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
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
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 年 3 月 11 日于北京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 健全社会
主 义 法 制 ”修 改 为“ 健 全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在“ 自 力 更 生 ，艰 苦 奋 斗 ”前 增 写
“贯彻新发展理念”；
“ 推动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
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
为：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
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
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
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
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十三条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
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
“包
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

历史性的庄严时刻
——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
过！”
2018 年 3 月 11 日 15 时 52 分，大会
主持人话音未落，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
堂内，
雷鸣般的掌声已经响起。
11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在这里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
一项重要议程，是投票表决宪法修正案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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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时许，当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步入会场时，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历史必将铭记这一时刻——
15 时 10 分，大会开始采取无记名投
票方式，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草案。
现场工作人员发放表决票。与会的
2964 名代表每人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
表决票。确认所有代表都收到票后，主

美编 赵耀中

校对 董敏

持人宣布开始写票。
这一刻，万人大礼堂内格外肃静。
肩负亿万人民重托，代表们作出郑重表
决。
15 时 24 分，坐在主席台正中的习近
平首先起身，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
平手持表决票，稳步走向主席台上的票
箱，将手中的票郑重投入票箱。此刻，掌
声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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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掌声，是对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的坚定拥护，是对人民领袖的衷心
拥戴，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高度肯定。
主席团成员一一走向主席台上的票
箱，
投下神圣一票。
欢快的乐曲声中，2964 名代表在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地走到分设在会
场各区域的票箱前，将凝聚人民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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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 2 元

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
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
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
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
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
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
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
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
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下转 03 版）

表决票一张张投下。
经过电子计票系统统计，大会主持
人宣布，发出表决票 2964 张、收回 2964
张，
此次表决有效。
15 时 51 分，现场迎来万众瞩目的时
刻。工作人员宣读计票结果：赞成 2958
票，
反对 2 票，
弃权 3 票。
大会主持人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通过！”会场顿时响起雷
鸣般的掌声，
经久不息。
这掌声，是 2900 多名现场代表的由
衷表达，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是对宪
法修正案的高度认同，更是对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无
比自信！
（下转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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