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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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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
告、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和民法总则草案修改
稿等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德江主持会议。会议
应到 169 人，出席 164 人，缺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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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贯
彻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
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现了适应把握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群众
的期待和愿望，是一个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催
人奋进的好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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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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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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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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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国务院提
出的计划报告和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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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批准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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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昆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16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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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良
好，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总体可行，建
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批准2017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115489.22 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72685.08亿元。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两个审查结果
报告。

3月7日，各代表团认真审查了计划报告和
计划草案；3 月 7 日上午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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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计划报告和计划、预算报告和预算的两个决
议草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关于2016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7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201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7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 月 10 日，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民法总则
草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
审议意见，对民法总则草案进行了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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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法总则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经
过表决，决定将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提请各代
表团审议。

3 月 10 日，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关于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
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
议意见，对决定草案进行了审议。乔晓阳向主
席团会议作了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经过表
决，决定将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
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 月 10 日，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办法草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
团的审议意见，对两个办法草案进行了审议，
提出了两个办法草案修改稿。乔晓阳向主席
团会议分别作了关于这两个办法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会议分别经过表决，决定将两个办
法草案修改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建国、王胜俊、陈昌智、
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
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出
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记者张旭东
崔静 熊争艳）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和
第二次全体会议分别于10日上午和12日下午
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

12 日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增选
副主席选举办法、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增选副主席候选人名单、政协第十二届全国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 （草案）、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提
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 （草案）、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草案）。会议决定，
将增选副主席候选人名单和有关文件草案提
请 3 月 13 日上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闭幕会审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前，俞正声主持召开了全
国政协第五十七次主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
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各
项报告和决议（草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按照议程和日
程安排，有序推进、进展顺利。委员们认真
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和各项决议草案，并结合常委会工作报
告讨论政协工作，充分肯定了 2016 年政协各
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绩，并对更好发
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履行好民主监督职能，提出
了意见建议。委员们结合本界别实际，认真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民法总则草案和“两高”工作报告，围绕全
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紧扣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认真
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广泛凝聚共识、贡献智慧力量，取得了
丰硕成果。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第
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孙怀山政协第
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港澳台侨委员
会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以及撤销马世
侠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韩启德、帕巴
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
富和、何厚铧、张庆黎、李海峰、陈元、卢
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齐
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出
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12 日下午分
别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河南代表
团、江西代表团的审议。

刘云山参加了河南代表团审议。在听取
陈润儿、裴春亮、凌解放等代表发言后，刘云山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
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有力提升了全民族的凝聚
力向心力。要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高扬我们的精神旗帜，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这次会
上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体
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要坚持德
法相济、协同发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治建设，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之中。要
注重运用法治手段推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
题，发挥法治的惩恶扬善功能，为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张高丽参加了江西代表团审议。在认真
听取鹿心社、刘奇、明经华等代表发言后，
张高丽说，过去一年，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新的成绩，希望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按照总书记对江西提出的
“新的希望、三个着力、四个坚持”等要求，
弘扬井冈山精神，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切实抓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
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
培育开放发展新优势；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新旧动能协同发
力；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农村发
展水平；抓好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造美
丽中国“江西样板”；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赵乐际等参加审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张德江主持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
俞正声主持

刘云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代表团审议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12日
上午，首都各界人士会聚北京中山
公园中山堂，举行简短而庄严的仪
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92 周年，
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
行者。

上午 11 时 30 分，参加仪式的
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塑像前肃立
默哀并三鞠躬。全国政协副主席陈
元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
常务副主席齐续春代表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央统战
部副部长林智敏代表中共中央统战
部，北京市副市长程红代表北京市
政府，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北京市
委会主委傅惠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向孙中山
先生像敬献了花篮。

纪念仪式由民革中央副主席刘
凡主持。

罗富和、马培华和何鲁丽、周铁
农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
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北京市等方面
负责同志，部分在京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
五次会议的代表、委员等出席仪式。

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逝世九十二周年

“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
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我们必须增强
紧迫感，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抓紧推动科技创新和进
步。”“要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
抓，在全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使学习
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蔚然成风。”

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发表的重
要讲话，在出席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中引起热烈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科技创
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大力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部
队战斗力建设跨越发展，以崭新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吹响了科技兴军的
时代号角”

“习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揭
示了世界军事科技发展规律。”全国人大代表、武警新
疆总队政委王爱国说，“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吹响了科技
兴军的时代号角。”

“军事领域从来就是一个对抗最激烈、最具创新活
力的领域，如果不加快创新，迎头赶上，就会出现技术
鸿沟，陷于战略被动。”全国人大代表、空军某指挥所参
谋长刘文力说。

实现强军兴军，必须要有强大的科技作支撑。“真
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要在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
中掌握主动，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幅提高
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全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某基
地装备部部长谈卫红说。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正处在崭新的历史起点
上。军队代表委员们表示，我军建设的内外环境和时
代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继承和发扬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
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军事力量的较量，深层次的是
军事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全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某
研究所所长李贤玉说，实践证明，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
个“牛鼻子”，谁就能走好科技创新这步棋，就能占领先
机，赢得优势。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既有战略设计又有思路措施，既
有总体部署又有政策安排，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有机整体。”在现场聆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后，全国人大
代表、陆军第42集团军某旅副旅长田伟倍感振奋，“创新
动力更足、创新自信更坚定。现在，大家都坚定了共同的
信念，那就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攻坚克难、创新进取。”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中，我们郑
重承诺：新疆绝不掉队，绝不拖全国的后
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
克尔12日在新疆代表团开放日上说。

当日下午，新疆代表团开放日在人民
大会堂新疆厅举行。

2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新疆代表团
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明了新疆发展稳
定的前进方向。“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无比
感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更加坚定了我
们下大决心脱贫攻坚，与全国同步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心和决心。”雪克
来提·扎克尔说。

他介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 19 个
援疆省市的大力帮助下，去年新疆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区生产总值
增长 7.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8.3％、8％，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首次突破万元、达到 10183 元，全年接
待境内外游客超过8000万人次。

雪克来提·扎克尔表示，新疆始终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事关新疆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的大事。“去年，我们在财力十分紧
张的情况下，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占到
74.7％，为历年最高水平。”

在新疆，南疆 4 个地州贫困面大、贫困

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吉尔拉·衣沙木
丁表示，要把南疆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坚决啃下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解决南疆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是解

决就业。”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史建勇认为，在南疆地区增进就业要
更注重发展一些就业容量大、就业稳定性
好、集中度高的产业。

“我们将重点支持发展庭院经济、林下
经济、民族手工艺、特色食品等劳动密集型
产业，加强劳动技能培训，促进就地就近就
业、外出务工就业，今年力争在南疆 4 地州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1 万人、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就业150万人次。”史建勇说。

他介绍，南疆将把教育当做改善民生的
奠基工程，今年力争在南疆4地州新建扩建
3223 所幼儿园，并且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
2200名，确保所有适龄儿童都接受教育。

“党和政府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关心
关注着我们南疆地区，我们将持久用力、持
之以恒、驰而不息地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
稳定发展。”史建勇说。

文/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中绝不掉队”
——人大新疆代表团开放日侧记

走向科技兴军的灿烂春天

—
—

习近平主席在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战斗力”

在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主席
强调，要推动搞好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
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推
动军地合力培育军事人才，推动体制机
制和政策制度改革，加快我军建设向质
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

“习主席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为实
现科技兴军宏伟蓝图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研
究员陈舟说，“只要我们按照习主席的指
示部署狠抓落实，一定可以把创新成果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科技创新一定要为战斗力建设服
务，只有与国家安全需求对接，与战场需
求对接，才能实现科技创新的真正价
值。”全国人大代表、中部战区陆军副司
令员杨波说，要瞄准国际前沿，围绕国
家、军队重大战略需求，刻苦攻关，抢占
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力
争在重要军事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海军原副政委范印
华说，坚持科技兴军，必须牢固树立军事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核心创造力的观念，
努力提高科技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副政委丁海春
说，军队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着眼
世界军事科技前沿，着眼未来战争的特
点规律，集军民之合力融合科技要素，在
战斗力转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夺取克敌
制胜的制高点。

作为科研战线的技术尖兵，全国人
大代表、军事医学科学院某研究所所长
陈薇对“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
点”有着切身的感受：“只有坚持姓军为
战，瞄准明天的战争，瞄准制约战斗力提
升的重大科技问题，勇闯禁区、勇挑重
担，才能不断培育新的战斗力增长点。”

“要让科技兴军在基层落地生根，必
须大力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用好高技

术新型武器装备。”全国人大代表、东部
战区副司令员兼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秦
卫江说，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拥有掌
握现代化知识的军人。

“肩负起科技兴军的历史责任”

科技兴军，人才引领。
“习主席关于科技兴军一系列决策部

署，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全国政协委员、
国防科技大学原政治委员徐一天说，“必
须紧紧扭住人才这个核心要素，结合国防
和军队改革，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创新。”

“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才可能实现高
水平的科技创新。”全国人大代表、国防
科技大学原教授周兴铭说，“要广开门路
引进人才，把有志于献身国防和军队事
业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培养人才要与
科研实践相结合，通过给任务、压担子等
方式发现人才、磨练人才。”

“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倍受鼓
舞，也进一步增强了科技创新的紧迫感，
我们必须肩负起科技兴军的历史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中部战区副司令员兼中
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庄可柱说，要把习主席
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工作中去，做好
理论创新、提高新质战斗力、创新战法训
法、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促进部队战斗力
持续提升。

“广大官兵是我军战斗力的主体，要
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
作来抓。”全国人大代表、中部战区某通
信团教导员王方说，让科技创新的理念
内化为广大官兵的科学认知，外化为推
动强军兴军各项工作的自觉行动，让学
科技、用科技在军营蔚然成风。

号角声声，鼙鼓阵阵。走在科技兴
军道路上的人民军队，向着实现强军目
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蓝图阔步
迈进。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经 国 王 玉 山
琚振华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3 月 12 日 下
午，人大新疆代表
团举行全体会议，
审议两高报告并向
中外媒体开放。阿
不都拉·阿巴斯代
表（右二）与同团代
表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交换意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