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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
社會生活百科全書明年1月實施

中國民法典誕生 啟法治新時代
• 保護特殊情況下

28 日 ，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簽 署 了
第四十五號主席令：《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法典》已由中華人民共
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 三 次 會 議 於 2020 年 5 月 28 日 通 過
， 現 予 公 布 ，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
施行。這意味着，中國 「民法典
時代」 正式到來。編纂民法典，
是對中國現行的、制定於不同時
期的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
、擔保法、婚姻法、收養法、繼
承法、侵權責任法和人格權方面
的民事法律規範進行全面系統的
編訂纂修，這部被稱為 「社會生
活百科全書」 的法典，將深刻影
響 每一 個 中國 人的 生 活 。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2020年5月28日15時08分，十三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法典》，宣告中國 「民法典
時代」 正式到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法典》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
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
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無人照料的 「被
監護人」
• 明確物業應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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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

21世紀民法典代表作

現行九法將廢止

編纂民法典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
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務，是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設部
署。編纂民法典，是對中國現行的、制
定於不同時期的民法通則、物權法、合
同法、擔保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
法、侵權責任法和人格權方面的民事法
律規範進行全面系統的編訂纂修，形成

今年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對民法
典草案展開認真審議和熱烈討論。根據
各方面意見，又作了100餘處修改，其
中實質性修改40餘處。民法典將自2021
年1月1日起施行，現行婚姻法、繼承法
、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
、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同時
廢止。

贊成2882 反對3票 棄權1張

民法典
贊成2879票 反對2票 棄權5票

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
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票數一覽

栗戰書在人大閉幕會上表示，會議
審議通過的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
標誌性立法，必將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更加完備的民
事法制保障。我們要帶頭學習、宣傳、
遵守這部法律，在全社會普及這部法典
。全社會都自覺依法從事民事活動，就
能夠減少民事糾紛，化解民事矛盾，促
進社會文明、和諧、穩定。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

贊成2878票 反對1票 棄權6票

關於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0年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
決議
贊成2855票 反對20票 棄權11票

關於201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
執行情況與2020年中央和地
方預算的決議
贊成2831票 反對39票 棄權15票

贊成2875票 反對9票 棄權2票

最高法工作報告
贊成2794票 反對76票 棄權16票

最高檢工作報告

關於確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接受馮忠華辭去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委員職務的請求
的決定

日表決通過《中華
中新社

贊成2853票 反對10票 棄權21票
記者張寶峰整理

中國主張病毒科學溯源 防控疫情
【大公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8日在回應新冠肺炎
疫情相關問題時表示，中國將繼續堅持
實事求是、公開透明的原則，一旦發現
疫情，堅決予以管控，不允許有任何隱
瞞。他指出，中國願意開展國際合作，
共享研究成果，並主張對新冠病毒科學
溯源，以期更好地防控疫情。

開展國際合作 共享疫苗試劑
李克強表示，中國和許多國家都主
張對病毒進行溯源。前不久召開的世衛
組織大會通過了有關決議，中國也參與
了。因為科學溯源可以更好地防控疫情
，也是為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健康。

「這次疫情突如其來，對人類來說
是個全新的傳染病，到現在可以說還是
未知大於已知。」 李克強指出，病毒沒
有國界，各國都在進行防控，也在探索
中前進，尚未有完整經驗。要控制住疫
情的發展，需要加快研發疫苗、有效藥
物、檢測試劑，這將是人類戰勝這個病
毒的強有力武器。他稱，中國和許多國
家都在進行投入，中國也願意開展國際
合作。這些產品是全球公共產品，我們
願意共享，最終讓人類能夠共同戰勝病
毒這個敵人。
李克強強調，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
絕的努力，現在有效控制了疫情，同時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公開透明負責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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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優良家風入典 延續民族基因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28
日，經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
，新中國首部民法典正式出爐，中國
的民法體系經歷從 「法律」 到 「法典
」 的歷史轉換。民法典對中國意味着
什麼？不少法學人士認為，它完成了
一次中國國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立法
表達。
民法典最鮮明的特色之一就是 「
民族性」 。中國民法典的民族性體現
在，堅持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結合的
民族智慧，將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 寫入的民族精神特徵。此外， 「優
良家風」 「夫妻互相關愛」 等入典，
更從文化方面延續中華民族延綿千年
的人文基因。

生活中難免遇到不愉快的 「小事
」 ，比如遭遇 「霸座」 、被 「垃圾信
息轟炸」 ……如今，這些生活中看似
微小的「鬧心」事，都將被民法典以明
文規定一一 「校正」 。從小處說，人
們的心情會更舒暢，從大的角度而言
，很多潛在矛盾都可以被扼制在萌芽
中，生活將更美好，社會將更和諧。
對於尋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的當下中國而言，民法典正是達
至這一目標的需求和體現。

校正生活微小鬧心事
而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民法典可
能更像自己 「對美好生活嚮往」 的具
象化。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會後
，代表走出人民大會堂
新華社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贊成2811票 反對58票 棄權16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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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物業服務合同
•完善電子合同
• 對高利貸和

一部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特點、反
映人民意願的民法典。
毫無疑問，這部被稱為 「社會生活
百科全書」 的法典，將深刻影響每一個
中國人的生活。著名法學家、中國法學
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王利明曾說，1804
年的法國民法典是19世紀風車水磨時代
的民法典代表，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是
20世紀工業社會的民法典代表，那麼中
國的民法典應該是21世紀民法典的代表
之作。
2015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
工作委員會啟動民法典編纂工作。2017
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
通過民法總則。2019年12月，全國人大
常委會審議了由民法總則與經過常委
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
合併形成的民法典草案，並決定將民法
典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
議。

全面依法治國里程碑

權

民 法典緊貼民眾生活

疫情相關

時向國際社會發布有關信息。中國將繼
續堅持實事求是、公開透明的原則，一
旦發現疫情，堅決予以管控，不允許有
任何隱瞞，而且要科學進行防治。

▲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
幕會。圖為境外記者關注會議
中新社

凝聚中國智慧 體現立法為民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民
法典是新中國首部法典，涉及民事商
事共同的法律規範，其形式、形成與
內容，皆蘊含中國特色與智慧。
「特」 在首創之舉， 「智」 在立
法為民。中國民法典的制定凝聚着一
系列立法創新，人格權獨立成編即是
其中亮點，亦是世界民事立法的首創
之舉。中國民法典人格權編包含的條
文，闡明了人格權的內容，對生命權
、健康權、名譽權、隱私權等民事主
體享有的各項具體人格權進行規範，
體現 「立法為民」 的溫度。
「特」 在兩步立法， 「智」 在一
生保護。此次民法典的編纂於2015年
「動筆」 ，2017年率先出台民法總則

，爾後再編纂各分編並與民法總則合
併， 「合體」 草案於2019年12月亮相
，將浩大的立法進程分為 「兩步走」
，是中國特色、立法智慧的體現。將
龐大的民法規範與制度群體整合為一
，為每位中國公民打造 「全時」 「全
方位」 的保護。
「特」 在中國價值， 「智」 在治
理實效。中國民法典在總則中增加了
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的規定
，這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
現，是中國的特色。近來備受熱議的
私人生活安寧、胚胎基因編輯、高空
拋物傷人、電子商務合同等問題，均
可在民法典中找尋治理的依據。 「社
會生活百科全書」 更顯其現實意義。

疫情過後 民生為要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
道：疫情之年，如何順利完成今年的
脫貧攻堅任務，如何保障基本民生？
對此，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8日在總理
記者會上表示，疫情過後民生為要，
應該把保障困難群眾和受疫情影響新
的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放在極重要位
置。中國將多策並舉，兜住脫貧底線
，完成今年決勝脫貧攻堅任務。同時
，還將擴大低保和失業保障範圍，保
障民生。
李克強指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
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年收入3萬元人
民幣，然而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
，按原本的帳還有500餘萬貧困人口，

如今受疫情衝擊，預料會有一些人返
貧，導致脫貧任務更重。不過，他表
示，中國將多策並舉，特別要採取措
施兜住脫貧底線， 「有把握完成今年
決勝脫貧攻堅的任務。」
「疫情過後民生為要。」 李克強
強調，各級政府都要以人民利益至上
，以萬家疾苦為重，要把保障困難群
眾和受疫情影響新的困難群眾的基本
民生放在極重要位置，統籌把各項保
障方方面面落實到位。他表示，今年
要擴大低保和失業保障的範圍，要按
時足額發放養老金並提高養老金標準
，切實保障民生， 「讓社會各方面都
感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