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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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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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
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
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
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
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三、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
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
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
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四、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
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
不开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
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
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
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
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
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
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
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
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
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
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
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
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
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
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
业而努力。”

五、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
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六、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
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修
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七、宪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国家保
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
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
系。”修改为：“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
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
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八、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
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
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
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
公德”。这一款相应修改为：“国家倡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
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
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
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
朽思想。”

九、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
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
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十、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项，作
为第七项“（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
任”，第七项至第十五项相应改为第八
项至第十六项。

十一、宪法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中增加一
项，作为第四项“（四）国家监察委员会
主任”，第四项、第五项相应改为第五
项、第六项。

十二、宪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
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
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
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
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十三、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中
第六项“（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
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修改为“（六）监督国务院、中央
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增
加一项，作为第十一项“（十一）根据国
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项至第
二十一项相应改为第十二项至第二十
二项。

十四、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十五、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
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导和管
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六）
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第八项“（八）领导和管理民
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修改
为“（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
政等工作”。

十六、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
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
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十七、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
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为：“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
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十八、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
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
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
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十九、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
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这一条相应修改为：“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
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
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
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
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
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
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二十、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
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
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
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
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
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修改为：“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
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
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
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
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
行政工作人员。”

二十一、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
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
增加五条，分别作为第一百二十三条至
第一百二十七条。内容如下：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
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
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
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
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
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
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
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
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
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
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一百二
十三条至第一百三十八条相应改为第
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四十三条。

以上建议，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
案议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018年1月26日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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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25日，随着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监
察委员会挂牌成立，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
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这标志
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迈过关键性节
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
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加
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依法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
机构，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监察全覆盖。

2016年11月，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大幕正式拉开。改革以北京、山
西、浙江3省市为首批试点，为全国
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将试点
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
县监察委员会。2017 年 10 月 23
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

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
案》。随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在全国各地推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
定，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
工作与地方人大换届工作紧密衔
接。

2018年 2月11日，青海省监察
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全部产生。全
国省级监察委员会全部成立；2月13
日，河北唐山市监察委员会挂牌。全
国市级监察委员会全部完成组建；2
月25日，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监察委
员会揭牌。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
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

全国各地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
推进，为下一步成立国家监察委员
会，构建起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
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个党统一指
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正在形成。 据新华社

建筑伉俪
夫妻共同谱写“建筑人生”

戴复东的妻子吴庐生也是建
筑设计师，夫妻两人为大学同
窗。戴复东与妻子一起设计了武
汉东湖梅岭工程、杭州华侨饭店
等很多作品。

上海交通大学宿舍是这对建
筑界伉俪合作完成的著名作品，
其中的通风设计引领了日后对于
类似问题的解决理念。戴复东曾
说，当时没有现成的设计标准，只
知道建成后要能够给尽可能多的
教师使用。由于当时没有空调，
所以通风问题成为整个设计的关

键。“我们在设计中让起居室和餐
厅、卧室和工作室的两边都有窗户，
形成空气对流。现在这种设计已经
成为最时髦的通风设计概念。”

戴复东说，他们两个人的很
多作品都是在相互合作与商讨中
完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直到晚年，二人依然会在一起进
行一些大型规划。

吴庐生曾说，两个人在建筑
设计上是互相取长补短的。“他有
艺术细胞，徒手画的功底很好，也
有中国文学的底蕴；我在技术和
计算方面比较强，结构学很好。”
对于年轻的建筑师，戴复东曾提
到“宏观、中观、微观”的理念，他

说，一个人首先要有宏观的认识，
在宏观甚至中观认识的指导下来
处理中观和微观的事情，这样才
不会走错方向。我们经常只看到
眼前的东西，却忽视了这个东西
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和周围其他
事物的关系。只有将这三个层面
都考虑到，才能够少犯错误，才能
够做得更好。

设计观念
“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

在学术上，戴复东提出“建筑
是生存与行为的人工与自然环
境，宏观、中观、微观应全面重
视、相互匹配，着重微观”的全面
环境观思想。他主张：“在设计
中要崇尚“现代骨、传统魂、自然
衣”精神”。

2008年，戴复东曾在同济大
学做题为“建筑设计中的创意和
探索漫谈”讲座。在该次讲座中，
戴复东提出，建筑设计中的创意，
就是采用新的办法，想前人之所
未想，与前不同，在前人的基础上
往前走一步，来解决实用、安全、
经济、美观的特点。“创新是社会
和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和
社会发展就是无数大步和小步的
结合，从原始状态发展到了今天，
我们的居住地、环境也走到了今
天安全舒适的城市景园和房屋，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步小而不为、
因为步小而不齿”。

综合澎湃新闻、人民网、宗欣等

戴复东 1928 年出生于
广东省广州市，1952年7月
毕业于南京大学建筑系（现东
南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任
教于同济大学，他是建筑学与
建筑设计专家，国家一级注册
建筑师。

戴复东曾回忆，其父戴安
澜在缅甸抗日牺牲后，由母亲
独自抚养家里兄妹三人，生活
艰苦。于是，他挑起了生活的
重担，养活一家人。在当时那
个年代，只有学工科才可能有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养家
糊口，而他从小就很喜欢画
画，因此选择了和绘画相关的
建筑专业。

戴复东（资料图片）

重大进展！
全国31个省区市

监察委员会全部产生

□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
这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迈过关键性节点

□全国各地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为下一步
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构建起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
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个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
系正在形成

抗日名将戴安澜之子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复东辞世

2月25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抗日名
将戴安澜之子戴复东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新华医院去世，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