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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政党领导人以及国际和
地区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

巴西总统特梅尔表示，欣悉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表示衷心祝
贺。我愿继续与您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
国共同发展。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进。衷心祝愿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开启辉煌
的新时代。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
席。近年来，厄瓜多尔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祝中
国繁荣昌盛。

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您的当选是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历史进
程中发挥卓越作用的必然结果。伴随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国将日益强
大稳定，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团结、和平和繁荣。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在您的
领导下，中国实现巨大发展，土中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我相信中国将在
新时代继续书写成功，我对土中关系未来充满信心。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向您并通过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
诚挚的祝贺。约方愿同中方一道，继续致力于为两国及世界人民开辟更
加美好、繁荣、公正、和平的未来。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未来将更加蓬勃发展。在
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指引下，我们两国定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表示，祝愿您在崇高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
成功。我坚信，希中两国将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为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
创造更多机遇。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您卓越领导中国快速发展并不
断走向繁荣昌盛。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表示，您与缅甸建立了亲密友好、相互尊重
和信任的关系。您的当选为进一步促进缅中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提
供了良好机遇，对此我深感高兴。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利比里亚总统维阿、科摩罗总统
阿扎利、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南苏丹总统基尔、黎
巴嫩总统奥恩、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荷兰首相吕特、毛里求斯总理普拉温德、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俄罗斯
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姜洁

这一刻， 必将铭刻在中国反腐败工作的
历史进程中———

“通过！”
3月20日9时06分，北京，人民大会堂。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
幕大会，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热烈的掌声在万人大礼堂响起。国家主
席习近平签署第三号主席令予以公布。由此，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掀开新的篇章。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作为反腐败国家立法， 监察法的制定出

台，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对于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
家监察体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为
反腐败工作开创新局面、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实践发展所需 党心民心所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国家监察立法工作高度重视

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实践发展所需，是党
心民心所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
度，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以雷霆万钧之势，坚定不移“打虎”“拍蝇”

“猎狐”，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
巩固发展，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党内监督全覆盖， 必然要求国家监察全
覆盖。

在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的同时，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着眼
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健全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作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

制定监察法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
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明确要求修
改行政监察法。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 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扩大监察范
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
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
察体系。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是一部对国
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

制定监察法， 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
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 以法律形式
固定下来， 进一步推动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
范化，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如何确保立法工作顺利推进， 如何实现
立法与改革统筹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

度重视、积极谋划、亲自推动、全程指导。
2016年6月至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

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
议，专题研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
察相关立法问题， 确定了制定监察法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明确了国家监察
立法工作的方向和时间表、路线图。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为监察法立
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法立法工作，
自始至终都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进行的，这也是改革和立法工作
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的根本原因。”
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表示，监察法立法工作
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遵循党中央确定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改革要求，把坚持和
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
本政治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和各方面。

党中央统一领导，各方密切配合。
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 在最初研究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的时候即着手考虑将
行政监察法修改为监察法问题。

“坚持改革和立法一体谋划，在草拟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时， 就着手拟定监察
法草稿， 并作为改革方案的附件一同报送中
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
深改组会议等审议。”中央纪委研究室负责人
介绍说。

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立法涉及方方面面。
中央纪委与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央统战

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中央机构编制办公室等有关方
面进行了多次沟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
高度重视监察法立法工作。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将监察法起草和审议工作作为最重要
的立法工作之一，确保立法顺利推进。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
王岐山主持召开26次专题会议， 研究监察体
制改革和立法工作。党的十九大后，中央政治
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多次专门听取
监察法立法工作汇报， 提出立法工作中需要
重点关注的问题， 推动进一步深入研究修改
完善。

凝聚各方共识 回应社会关切
监察 法 立 法 是 科 学 立 法 、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

2016年10月27日，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闭幕当天， 中央纪委负责同志即率队来到全
国人大机关，对接监察法立法相关事宜。

“中央纪委机关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抽调两边骨干力量，共同组成
国家监察立法工作专班，按照党中央要求，密
切配合，迅即开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负责人说。

对接实际，深入基层调研。

2017年4月，国家监察立法工作专班前往
首批开展改革试点的北京、山西、浙江等地进
行调研，听取相关意见建议。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吸收改革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听取专家
学者的意见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监
察法草案。

2017年6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审议并原则同意全国人
大常委会党组关于监察法草案几个主要问题
的请示。

2017年6月下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监察法草案进行了首
次审议。

开门立法，广泛征求意见。
监察法草案首次审议后， 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送23个中央国家机
关以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征
求意见；2017年7月18日，还专门召开专家会，
听取了宪法、 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方面专家
学者的意见。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
出新的部署，明确要求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
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 用留
置取代“两规”措施。

2017年11月7日起，监察法草案在中国人
大网全文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草案备受
关注， 共有3700多人提出1.3万多条意见建
议。对这些意见建议，国家监察立法工作专班
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梳理、研究。

2017年11月30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召开会议，对监察法草案作了修改完善。

2017年12月22日至27日， 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监察法草案进行
第二次审议，认为草案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已
经比较成熟， 决定将其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审议。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 决定提请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 应当在会议举
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

2018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将监察法草案发送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代
表们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读讨论， 总体赞成
草案，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召开会议，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又对草案作了修
改， 并将修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会议作了汇报。

一次次修改，一遍遍审议，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广泛凝聚各方共识，认真回
应社会关切，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监察法草
案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正是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

尊重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决定将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监察法草案主动与
宪法修正案“对标”，相关内容及表述均与宪
法修改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相衔接、
相统一。

2018年2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党组的汇报，原则同意《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有关问题的请示》并作
出重要指示。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对草案作
了进一步完善。

至此，一份凝聚着党的主张、人民心声、
国家意志的成熟法律草案， 送交到最高立法
机关， 送交到2900多名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手中。

彰显制度优势 提升治理效能
为开创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制定监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

“制定监察法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
实践经验， 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
法治保障的现实需要”……

3月1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听取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作关于
监察法草案的说明。

此前2天，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此次宪法修改共有21条， 其中11条与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相关，在第三章“国家机构”
中新增“监察委员会”一节，确立了监察委员
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 先通过宪法修
正案，然后再审议监察法草案，使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于宪有据、监察法于宪有源。

3月13日下午和14日上午，各代表团全体
会议、小组会议对监察法草案进行审议。

两个半天的时间， 共有1840名代表发言
提出了1384条意见， 其中对草案的具体修改
意见建议389条，都是从完善法律角度提出的
积极性、建设性意见建议。

“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留置场所
的设置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有的
代表建议，对留置场所的监督作出规定。”

……
3月14日下午， 人民大会堂第六会议室，

气氛热烈。 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
对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对代表提出的修改
意见逐条研究，形成了草案修改稿。

3月15日下午，监察法草案修改稿经大会
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席团会议审议后，决
定再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16日上午，各代表团继续审议监察法
草案修改稿。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
据审议情况提出监察法草案建议表决稿，提
请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 主席团会议审
议后，再次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19日下午，各代表团审议草案建议表
决稿。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听取审议情
况汇报， 主席团会议决定监察法草案提请全
体会议表决。

从监察法草案，到监察法草案修改稿，再

到监察法草案建议表决稿……
经过“三上三下”，3月20日上午，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散发着墨香
的监察法草案表决稿， 摆在了每一位全国人
大代表面前。

贯彻中央精神、凝聚各方智慧、反映各界
共识铸就的法治“利器”，获得表决通过。

这是一部旗帜鲜明、 纲举目张的监察工
作基本法———

明确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体制，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

明确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针，“国家监察
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

明确监察机关的性质、 产生和职责，“各
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
关”“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产生”“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
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这是一部直面问题、 顺应实践的反腐败
工作基本法———

着力解决我国监察体制机制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 明确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纳入监察范围，覆盖“公办的教育、科研、文
化、 医疗卫生、 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
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
员”等人群。

清除监察空白、反腐不留死角，实现从监
督“狭义政府”到“广义政府”的转变，将公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是一部科学实用有效、 严谨细致周密
的法律———

为保证有效履行监察职能， 赋予监察机
关在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可以采取谈
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搜查、调取、查封、
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

对监督、调查、处置工作程序作出严格规
定，包括：报案或者举报的处理；问题线索的
管理和处置；决定立案调查；搜查、查封、扣押
等程序； 要求对讯问和重要取证工作全程录
音录像；严格涉案财物处理等；特别是对采取
留置措施的情形、程序、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
保障等作出明确规定。

监察权力行使更加规范、边界更加清晰、
运行更加透明， 确保反腐败斗争在法治轨道
行稳致远。

这是一部体现权责对等、 彰显监督制约
的法律———

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监察法
专列两章，从接受人大监督，强化自我监督，
明确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
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监察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等方面， 作出一系列细
化规定。

以良法促善治，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

随着监察法的深入实施， 随着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反腐败斗争一定会夺
取压倒性胜利，赢得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反腐败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立法纪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月7日， 各代表团全体会议、

小组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
正案草案）。 现将审议的总体意见
和修改建议报告如下：

一、关于审议的总体意见
代表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

中央关于宪法修改的决策部署。一
致认为，宪法修改是党中央从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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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
举措。这次宪法修改工作坚持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充分发扬民
主、集思广益，严格依法按程序推
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的生动实
践， 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具有坚实的
政治基础、法理基础、实践基础和
社会基础。这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轨道上更
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好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

代表们一致赞同党中央确定
的这次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原则
和修正案草案的各项内容。一致认
为修正案草案把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体现了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
要求，确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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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愿望。一致赞成把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一致赞成把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第一
章《总纲》第一条；一致赞成对国家
主席任职任期作出新的规定；一致
赞成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
一致赞成对宪法序言和条文部分
作出的其他修改。代表们一致认为
修正案草案已经成熟，建议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

二 、 关于修正案草案的
修改建议

在充分肯定修正案草案的同
时，有些代表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完
善的意见建议。总的看，这些意见
建议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大会
秘书处对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和有

关方面意见连同之前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常
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意见，一并进
行了认真研究。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提出，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本次会议审议过程中，先
后有2952名代表以各种方式提出
意见， 赞成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认为党中央的决定有利于完善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有利
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由于上述
调整涉及宪法第七十条中法律委
员会名称的规定，因此，代表们普
遍建议，在修正案草案中增加将宪
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中的“法律委员
会”的名称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的内容。大会秘书处经认真
研究， 赞同上述补充修改内容。同
时，综合考虑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和已经形成的符合宪法精神、行之
有效的修宪工作程序和机制，结合
本次修宪的具体情况，大会秘书处
认为，拟补充修改的内容，以不在
修正案草案中单列一条为宜，建议
在修正案草案中与之最接近的位
置来表述拟补充修改的内容，即在
修正案草案第四十四条中增加一
款，作为第二款：“宪法第七十条第
一款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
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

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
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修改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
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
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此外，有些代表还提出了一些
其他意见建议， 对每一条意见建
议， 大会秘书处都作了认真研究。
这次宪法修改，党中央确定的原则
是对宪法作部分修改、 不作大改，
非改不可的进行必要的、适当的修
改。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在这
次宪法修改工作开始后， 有的地
方、部门和专家也提出过，已经过
反复研究、论证。有的内容，已在党
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央
全会文件、 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
有关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和全
面阐述，这次就不再在宪法中表述
了；有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等有关
文件予以明确和澄清，有的需要在
有关法律中加以规定，目前以不对
宪法有关规定再作修改为宜。

宪法修正案草案修改稿和以
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3月8日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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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
审议情况的报告

（2018年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