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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部长声音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1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经

过表决，决定将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

告、“十三五”规划纲要、计划报告、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和

慈善法草案修改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德江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170人，出席166人，缺席4人，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3月5日和6日，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代

表们普遍表示赞成这个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

一年的工作，普遍赞同今年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审议

中，代表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国务院认真研究了代

表们的审议意见，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进一步修改，共修改

61处。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和国务院

作出的修改，建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盛霖向会议作了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纲要

草案全面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精神，提出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总体安

排积极可行，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李盛霖还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5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

2016年计划报告与计划草案主要目标和工作安排总体可

行，建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批准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晓军向会议作

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财政经

济委员会认为，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总体是好

的，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是可行的，建议批准国务

院提出的《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6年中央预算草案，

同时批准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07072.4亿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64801.9亿元。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三个审查结果报告。

3月7日，各代表团认真审查了“十三五”规划纲要草

案。国务院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对纲要草案认真进行

了修改，共修改57处。3月8日，各代表团认真审查了计划

报告和计划草案；3月8日上午和9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

审查了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国务院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

见，分别对两个报告认真进行了修改。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

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国务院作出的修改和财政经济委员会

的审查结果报告，建议批准“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计划报

告和计划草案、预算报告和中央预算草案，并代拟了关于“十

三五”规划纲要、计划报告和计划、预算报告和预算三个决议

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草案、关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决议草案、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11日，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慈善法草案。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慈善法草案进

行了审议，提出了草案修改稿。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作的法律委员会关于慈善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慈善法草案修改稿提请各代表

团审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维护民生福祉，法治是根本保障。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工

作报告，从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司法为民的底色，感受到

法治中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护送扶贫资金走好“最后一公里”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扶贫资金能否走通

“最后一公里”到达贫困户手中，关键在基层，关键在干

部。

“依法审理贪污征地补偿款、危房改造补助款、农资

补贴等犯罪案件，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周强在

报告中说。日前，最高法作出部署，严厉打击扶贫领域

职务犯罪，对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

处，促进扶贫资金的阳光化管理和公正合理使用。

曹建明在报告中介绍，2015年，针对一些地方虚报

冒领、克扣侵占惠农扶贫资金的严重问题，检察机关部

署开展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查

办“三农”领域相关职务犯罪11839人。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

说，必须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强化监督、依法查处、

倒逼公正，确保资金落地见效，把扶贫开发打造成民心

工程和廉洁工程。

为资源环境撑起司法保护伞

两高报告的一组组数字，彰显过去一年不断加大的

环境司法力度——

各级法院从严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审结污染环境、

破坏资源等犯罪案件1.9万件，同比上升18.8%。发布

审理环境侵权案件司法解释和审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案件实施办法，各级法院审结涉环保民事案件7.8

万件。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工作，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结新环保法施行后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检察机关起诉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盗伐滥伐林木

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27101人。加强与环境资源监管

部门工作衔接，完善信息交流、法律咨询、案件通报机

制，严肃追究犯罪，及时提出恢复受损生态环境等检察

建议。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督促监管

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852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2040件。

新的一年，环境司法着力点在哪里？

高法报告提出，健全环境资源司法制度，依法审理

公益诉讼案件，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高检报告提出，深

入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强化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史小红

建议，设立专门化审判机构，实行跨区域的异地管辖模

式，充分运用司法手段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惩治力度。

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两高报告

显示，从行政执法到刑事司法，一道道食药安全防线正

在加固。

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各

级法院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案件10349

件。妥善审理食品买卖、餐饮服务等民事案件，严格追

究违法生产经营者责任。

检察机关与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等共同制定

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方法，健全线索

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等机制。督促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6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877

件。起诉福喜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王少宝等44

人销售假药案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13240人。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夏涛说：“要更

大程度地发挥司法的惩治和震慑作用，让法律条文长牙

发威，进一步净化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的环境。”

守卫你的发明 捍卫你的创造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法治是保障发展的坚

强后盾。

两高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司法机关更加注重保

护知识产权、鼓励和支持创业创新。

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2万件。依法审

理著作权案件，加强原创作品保护。修改办理专利案件

司法解释，加大对专利权的保护力度。依法审结不正当

竞争和垄断案件1802件，增强市场活力。

检察机关打击假冒注册商标、侵犯商业秘密等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起诉8664人。发布保护知识产权典型

案例，提示风险防范重点。慎重处理科技创新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及收益。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赵满堂

表示，希望司法机关进一步发挥法治对创业创新的引领、

支撑作用，构建保护、服务工作机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

活力。

对恶意欠薪者亮出正义之剑

辛苦劳动却拿不到应得的工钱，令人心酸。维护

农民工合法权益，依法严惩恶意欠薪，是维护公平正义

的当然之举。

两高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间，各级法院推广河南

等地法院维护农民工权益经验，审结拖欠农民工工资

等涉农案件30万件。检察机关依法打击恶意欠薪，

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1688人。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罗殿龙认为，对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拖

欠农民工工资等劳动争议纠纷，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

要做到快立、快审、快结。同时健全农民工法律服务体

系，为农民工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为妇女儿童提供免受家暴的护身符

健全反家暴联动机制，让妇女儿童远离暴力、虐待、

性侵害等伤害，是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环节。

过去一年间，各级法院审结拐卖、性侵妇女儿童等

犯罪案件5446件。今年3月1日起，反家庭暴力法实

施。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提到，浙江省温州市等地法院

针对家庭暴力颁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出

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8项措施，严惩性侵、拐卖、虐待未

成年人犯罪。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起诉严重侵害妇女人

身权益的犯罪24219人。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席胡达古

拉建议，进一步加强打击侵害妇女儿童等弱势人群

权益的犯罪行为，并以反家暴法的实施为契机，对家

庭暴力案件办理研究出台专门的具体意见或措

施。

（参与采写：王博 张丽娜 张莺 朱翃）（新华社北

京3月13日电）（制图：新华社记者 陈子夏）

感知法治的温度
——两高报告中的六大民生关切

新华社记者 邹伟 罗沙 陈菲 荣启涵

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傅

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 新华社记者 高洁 摄

3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营改增方案有望“尽快下发”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韩洁 李延

霞）“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下达了全面实施营改

增的‘总攻令’，税务部门作为主攻部队，一定会奋

勇当先、攻坚克难，务求全胜，确保改革5月1日如

期落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13日说。

王军透露，两会结束后，估计国务院常务会议

很快就会审议营改增方案，“审定后我们将配合财

政部尽快下发并公开实施方案，制定一系列措施

推进改革，以利纳税人遵循。”

加强贫困人口法律援助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华春雨 刘奕

湛）司法部部长吴爱英13日在经过“部长通道”时

表示，将着力做好三个方面工作，进一步做好贫困

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一、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降低法律援

助门槛，使法律援助的覆盖人群逐步扩展至低收

入群体，惠及更多的困难群体。

第二、进一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切实履行好

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工作，健全

法律援助资格律师制度，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推进标准化

建设，加强质量监管，完善便民服务措施，为受援

人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把不收过头税作为红线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韩洁 许晟）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13日说，税务部门将从

政策、预算和执行上全力保障，确保所有行业税

负只减不增。

王军说，80多万国地税干部已把“落实减免

税”作为与“依法征税”同等重要的两项基本职责

之一。“我们把不收过头税作为一条不能踩踏的

红线。”

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限制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刘东凯 李

延霞）商务部部长高虎城13日在经过“部长通

道”时说，我国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领域，

特别是在技术、金融、教育、文化、物流等服务业

领域进一步开放，同时积极研究放宽高端制造业

的外资准入限制，鼓励外资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

造、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高虎城还表示，下一步还将在沿边和沿江地

区发展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推动

沿边和沿江进一步对外开放。

下力气降低消费成本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3日电（记者刘东凯 许

晟）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商务部长高

虎城在经过“部长通道”时说，我们国家的流通成

本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发达国家的一倍。要下力

气降低消费成本,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

他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改善消费流通方式。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购已经成为大趋势,线上

线下的融合已经成为错位发展、推动消费的有效渠

道。商务部很快就要推出“互联网＋流通”行动实

施的指导意见，着重在消费方式上提供更多的便

利，使它更规范。

“厕所革命”稳步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高亢 高敬）国

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13日在人民大会堂说，我国

厕所建设供给不足，品质亟待提升，是我国旅游发

展公共服务建设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厕所革命”将

继续稳步推进，今年将新改扩建厕所超2.5万座，

不仅覆盖景区内外，还包括城市和农村。

李金早说，这几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速度飞

快，容量也很大。国家正在推动乡村旅游的提升工

程，将初级的农家乐升级，推进农村改水、改厕、改

厨，逐步提升卫生环境和周边接待条件，通过乡村

旅游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国企改革要确保现有员工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高敬 许晟）国

资委主任肖亚庆在两会“部长通道”说，国企改革首

先要确保现有员工利益，因此在改革中要多用兼并

重组，少去破产清算。

他说，国资委对企业监管存在太多太细的问

题，但在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证战

略布局符合国家大的需求等方面，还有很多监管工

作要做。

社会资本进入保险业须“依法合规”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韩洁 高敬）

针对社会关注的“保险牌照审批”问题，保监会主

席项俊波13日说，目前到保监会排队申请牌照的

公司近200家，表明社会资本对保险业的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但保险业关系国家金融资源的分

配和金融安全，对保险市场准入保监会是比较慎

重的。

项俊波介绍，保监会在牌照审批上坚持把握四

个原则：一是企业自身条件要过硬；二是服务国家

战略；三是关注空白区域；四是支持专业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