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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人物 本報記者 馬浩亮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8日在作常委會工作報告時強調，要理
直氣壯地堅持自己的特色、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充分認識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
體的本質區別，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理論影響，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立
場堅定、旗幟鮮明。我們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
治制度模式。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八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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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馮慧婷
北京八日電】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8日在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小組會議上，
以 「順應共同發展大
勢 推進兩地交流合作
」 為題，就推進香港與
內地經濟交流合作提出
三點看法和四點建議。
張曉明指出，推進香港
與內地經濟交流合作，
是香港在複雜多變的國
際經濟環境中謀求穩定
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
香港把握國家發展的巨
大機遇實現自身更大發
展的現實需要，香港需
要更宏大的戰略眼光、
更務實的態度、更善於
創新的勇氣和更寬廣的
胸懷，讓兩地的交流做
得更好。

對於近期在社會上
引起爭議的奶粉、水貨
客、雙非孕婦等問題，
張曉明表示，有關問題
要正視，避免矛盾和事
態擴大化，但也不能誇
大，更不能因噎廢食，
相信只要相互尊重，相
互包容，善於總結經驗
教訓，完善有關制度和
做法，就能減少誤解，
化解矛盾。
（相關報道見A2、A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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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八
日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吳邦國8日在作常委會工作報
告時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常委會作出的有關解釋和決
定，確保了 「一國兩制」方針
貫徹落實，確保了兩個基本法
全面正確實施。

在回顧過去五年的工作時
，吳邦國指出，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
委會。常委會審議通過關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三條
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的解釋，明
確國家豁免屬於外交事務範疇
、決定國家豁免規則和政策屬
於中央的權力、香港特別行政
區須遵循國家統一的國家豁免
規則和政策。這是第一次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在審理
案件過程中，就基本法有關中
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和中央
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提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

常委會審議通過關於澳門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
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明
確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程序，
並在認真審議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提出的有關報告基礎
上，作出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
的決定。

吳邦國說，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分別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正案給予批准或備
案。常委會作出的有關解釋和決定，確保
了 「一國兩制」方針貫徹落實，確保了兩
個基本法全面正確實施。

法制工程師揖別政壇

上午9時：人大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
告，天津團開放團組
上午10時：外交部部長楊潔篪記者會
下午3時：人大代表小組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下午3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何曄暉，全國人大內務
司法委副主任委員陳斯喜，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
朗勝，全國人大預算委副主任姚勝將就 「人大工作」 相關工
作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吳邦國走上主席台時
向大家致意 新華社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
議。吳邦國作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新華社

A10人代委員籲理性商討政改A7商務部：美應改變對中企歧視 B1六財團爭何文田百億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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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午9時：政協主席團常務主席會議第一次會議
，審議選舉辦法草案、建議人選名單草案和各項
決議草案，審議十二屆政協一次會議選舉辦法（
草案），審議通過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秘書
長、常務委員建議人選名單，審議關於常務委員
會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政治決議（草案）。
下午3時：政協小組討論（選舉辦法草案、候選
人名單草案、推舉監票人和選舉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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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72歲的吳邦國讀完了他人大委員
長任內最後一份工作報告，向主席台下和
台上分別鞠了一躬。全場以熱烈的掌聲表
達了對他的敬意。當他回到座位附近時，
習近平、張德江先後起身與他握手。

吳邦國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無線電
電子學系，其後進入上海電子管三廠，從
一名普通工人、技術員漸次升任廠長，直
到1983年，在16年時間裡他一直在上海電
子工業系統工作。在改革開放之初，強調
幹部年輕化、專業化的歷史背景下，42歲
的吳邦國於1983年升任上海市委常委，兩
年後再升任市委副書記。成為當時 「工程
師治國」中的一員。1991年，他接替朱鎔
基，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並於翌年中共十
四大當選政治局委員，從此進入中央領導

行列。1994年，吳邦國進
京工作，在其後近十年的
時間裡，主管中國的工業

交通。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吳邦國成為政

治局九常委之一，此年全國兩會當選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位工程師從此邁入
了一個新的領域，開始構築新的 「工程」
，那就是中國的法律體系。

十年來，中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
成就，到2010年底，以憲法為統帥，以憲
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
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多
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
法規、地方性法規三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
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
。吳邦國在當中扮演了 「法制工程師」的
核心角色。

而在這些立法過程中，一個個 「首次
」紀錄不斷被創造。法律草案公開向社會
各界徵求意見常態化，人大專題詢問國務
院官員通過媒體進行現場報道和直播。譬

如，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公布後，收
到23萬多條意見，在充分審議後提高了個
稅起徵點。這些做法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拓寬了民主實現渠道。這些嶄新做法，都
體現出了吳邦國開放、開明的作風。

在這十年間，全國人大常委會遇到了
歷史新課題，那就是針對香港基本法多次
釋法，確保了 「一國兩制」的貫徹實施。
吳邦國對香港有很深的感情，多次會見
港區人大代表、出席基本法座談會，並曾
親自蒞臨香港訪問。2006年，他到位於九
龍的香港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勉勵學員
們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吳邦國擔任人大委員長長達十年，在
人大歷史上的九位委員長之中，其任職時
間之長僅次於朱德。8日，當大會結束時，
周圍人再次過來與吳邦國握手，隨後依次
步出會場。他的身前是習近平，身後是張
德江。 【本報北京八日電】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8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
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作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這也是吳邦國
任內最後一次做工作報告。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
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黨和國家領導
人出席會議並在主席台就座。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主持會議。

完善中國特色法律體系
李建國首先說，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

勞動節，讓我們以大會主席團的名義向各
位女代表、女工作人員、向全國各族、各
界婦女，向世界各國婦女，致以節日的祝
賀。李建國接說，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
邵占維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逝世，讓
我們以大會的名義對邵占維代表的不幸逝
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隨後，吳邦國開始代表人大常委會作
工作報告。報告全文共16000餘字，分為 「
過去五年工作的簡要回顧」、 「過去五年
工作的基本總結」、 「今後一年工作的總
體安排」等三個部分。對五年來人大在立
法、監督、代表履職、對外交往、常委會
自身建設等各領域工作進行了盤點。

吳邦國首先總結了五年來的主要工作
。首要的是，在2010年底，如期形成並不
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實現
了有法可依。這是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重
要里程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走向
成熟的重要標誌。

理直氣壯堅持特色
他強調，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
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

治國有機統一。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堅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是體現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
根本政治制度，也是黨在國家政權中充分
發揚民主、貫徹群眾路線的最好實現形式。

吳邦國強調，要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
的特色、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推進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充分認識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
體的本質區別，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理
論影響，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旗
幟鮮明。我們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
，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實現國家工作法治化
201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的

開局之年，也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
會依法履職的第一年。談到今年的工作，
吳邦國說，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政治發展道路，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
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保證人民通過
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推進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要
充分發揮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作用，加強
立法工作組織協調，加強重點領域立法，
及時修改和制定相關法律，充分發揮法律
的引領、推動和規範、保障作用；加強對

「一府兩院」的監督，推動中央提出的一
系列新目標新舉措落到實處。

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更加注重發揮法
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
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完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科學立法、民主
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強化對
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督促和支持國家機
關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保證有法
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提高領導幹部
法律意識和依法辦事能力，引導人民群眾依
法表達合理訴求、維護合法權益、解決矛盾
糾紛，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國
家各項工作法治化。

吳邦國表示，今年的工作已經作出預
安排。

今年審議反貪污賄賂報告
一是抓緊研究制定五年立法規劃，繼

續審議預算法、商標法、環境保護法、土
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和旅遊法、資產評估
法、特種設備安全法草案等。

二是聽取審議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
略、城鎮化建設、反貪污賄賂等報告，圍
繞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
督等開展專題調研。

三是完善代表聯繫群眾制度，支持和
保障代表依法履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