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要聞要聞
2019年3月16日 星期六

責任編輯：劉天驕 美術編輯：葉錦秋

栗戰書：外商投資法推動高水平開放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 八項議程圓滿完成

閉幕會八項表決一覽

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
法草案
2018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9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的決議草案
2018中央和地方預算執
行情況與2019中央和地
方預算的決議草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的決議草案
最高法工作報告的決議草
案
最高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
案
確認全國人大常委會接受
張榮順辭去十三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職務的請求
的決定草案

（記者江鑫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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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主席台就座 新華社

15日上午，第十三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在完成各項議程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閉幕。當日，大會批准政府工作報告、全

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等。同時，大會通過
外商投資法，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26號主
席令公布這部法律。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執
行主席栗戰書講話指出，外商投資法是一部新
時代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礎性法律，要
深入學習、全面貫徹，以高水平對外開放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大公報記者

張帥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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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看總理記者會
俄通─塔斯社記者 Kirillov Andrey

•自己獲得提問機會，
關注建交70周年之際中
俄關係和經貿合作新突
破。總理的回答涉及經
濟、政治和老百姓來往
三方面，非常具體

法國《世界報》記者 Lemaitre Frederic

•今年特別關注中美貿
易戰話題，以及貿易戰
背景下中歐經貿關係。
此外亦會留意外商投資
法的落實情況，這影響
着外國投資者在華利益

孟加拉國《太陽日報》記者 Hassan MD. Enamul

•十分關注在總理記者
會上釋放出的孟加拉國
和中國的合作信號，亦
關注孟加拉國如何更好
地在 「一帶一路」 上與
中國深入合作

（記者 盧靜怡）

數讀回顧第十三屆
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代表總數 ：2974名

提交議案 ：491件

建議批評意見 ：8000件

記者會 ：13場

代表通道採訪 ：3場

（記者張帥整理）

◀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執
行主席栗戰書主持人大閉幕
會並講話 中新社

「今天最早的記者朋友
凌晨三點就來排隊了，到現
在已經堅持了五個多小時，
十分辛苦，所以我們在隔壁

澳門廳提供了早餐，希望大家喜歡。」現
場因新聞官的話響起了掌聲，這樣貼心的
舉動確實讓記者們覺得暖暖的。

早餐八點五十準時開餐，走進澳門廳
，滿滿當當的食物已擺滿三條長桌，既有
「西式」的麵包和蛋糕，也有 「中式」的

薩其馬和酥餅，更有冒着熱氣的牛奶和
咖啡。

「中國的新聞服務很棒，讓我們賓至
如歸。」來自非洲的記者邊吃早餐邊聊起
參加會議的感受。 「我們看到了許多外國
面孔，這說明中國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
越來越有自信了。」 （記者 俞晝）

新聞中心早餐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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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對於中國發展具有多重意
義。回溯歷史，是建國70周年；展
望未來，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倒計時的關鍵之年。同時，更是
改革開放經歷 「不惑」、步入第二
個40年的起點。加之去年國內經濟
下行、對外貿易摩擦尖銳的嚴峻形
勢，令外界對新一輪改革開放更加
充滿期待。

從今年兩會頻吹的政策信號看
，總起來可以歸結為 「動奶酪」和
「分蛋糕」兩個關鍵詞。所謂 「動

奶酪」，側重的是調整既得利益存
量，破除制度藩籬。

李克強總理在3月15日的記
者會上多次強調， 「政府就要過

緊日子」， 「要動政府的存量利
益，要割自己的肉」。通過減費降
稅、簡政放權、壓縮公共預算支出
、 「放管服」改革、實行准入前國
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制度等，真正
觸動政府利益。用李克強的話說
， 「這是一項刀刃向內、壯士斷
腕的改革」。

而 「分蛋糕」，更多的涉及增
量改革。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適度
靈活，通過《外商投資法》優化營
商環境，加強對醫療、養老等民生
難題的支持力度，引導更多金融資
源扶持民企等等，藉此來激活經濟
社會發展的整體活力。可以說，前
者是做 「減法」，後者是做 「加法
」，二者都不可或缺，相輔相成，
構成改革開放的兩翼。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還提到了一
個詞─ 「政貴有恆」。這一點非

常重要。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
基本方向就是不斷通過推進市場化
、法治化的改革，逐步為企業鬆綁
，為國企、民企、外企等各類市場
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舞台，朝着構
建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經濟體系的
目標努力。這是中國經濟得以在40
年間崛起壯大的基本經驗之一，不
應動搖。

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下， 「
政貴有恆」應當包含兩方面意思。
一是要堅定改革方向，為企業提供
清晰的預期，穩定信心，為改革開
放注入新動能，而決不能讓所謂 「
私營經濟離場論」、 「新公私合營
論」等錯誤思潮干擾改革大方向。
二是經濟政策要防止大起大落，猛
烈震蕩，宏調要充分預估市場承受
力，體現靈活性和前瞻性，確保經
濟行穩致遠。

北京觀察
馬浩亮

動奶酪與分蛋糕

【大公報訊】記者王珏北京報
道：15日，人大閉幕會表決 「兩高
」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
告的贊成率約為92.44%，不僅在八
項表決中再度墊底，也低於去年的
表現；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的贊成率高於前者四個百分點，為
96.44%，創下了近年來最好成績。

記者現場看到，2948名代表出
席人大閉幕會，代表以 「贊成2725
票，反對156票，棄權67票」，表
決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所作
的工作報告，反對票加棄權票比去
年多了68票。隨後，代表又以 「贊
成2843票，反對71票，棄權31票」
（3人未按表決器），表決通過了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所作的
工作報告，為近十年贊成率新高，
現場掌聲雷動。

十年來 「兩高」報告的贊成率
一直呈上升趨勢，對比2013年高法
和高檢分獲725及606張反對票加棄
權票的 「信任低谷」，如今進步已
可圈可點，顯示人大代表對近年 「
兩高」積極推進司法改革、加強自

身隊伍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
方面成績的充分肯定。但不可否認
，每年的人大表決， 「兩高」贊成
票基本次次墊底，難摘 「反對票王
」的帽子，表明人大對司法清明與
司法進步有着更進一步的期待。

兩高贊成率彰顯司法清明新期待

栗戰書說，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圓滿完成各

項議程。會議認為，過去的一
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中共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
族人民砥礪奮進、攻堅克
難，各方面工作取得新
成就，會議對此高度評
價。會議充分發揚民主
，嚴格依法辦事，審議
批准了政府工作報告和其
他報告。

栗戰書說，各位代表
忠實履職，反映人民意志，

展示了良好風貌。這是一次民
主、團結、求實、奮進的大會。

我們要勇於擔當、扎實工作，確保
完成大會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

新時代對人大工作提更高要求
栗戰書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做

好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大及其常委會要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的重要思想，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
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認真
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職責，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與
重託。

以優異成績慶祝建國70周年
栗戰書強調，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關鍵時

期。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增強 「四
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 「兩個維護」，
牢記使命，開拓進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打下
決定性基礎，以優異成績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

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該法分為六章，包括總則
、投資促進、投資保護、投資管理、法律責任、附則
，共42條，對新的外商投資法律制度作出規定，明確
中國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
制度。

立法保證營商環境接軌國際
商務部研究院外資研究所所長馬宇向媒體指出，

外商投資法以立法的形式跟國際營商環境接軌，是要
對以後對外開放和外商投資提供一個更好的制度環境
。中國作為全球最主要經濟體之一，擴大市場開放，
予以外商投資更好的市場機會和競爭環境，實則也是
對全球經濟發展很大的促進。

▼

代
表
在
人
大
閉
幕
會
上
表
決

新
華
社

▲政府工作報告獲 「零反對」 表決通過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