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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后，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大会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45号主席令公布这部法律。大会通过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

主席栗战书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

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

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

达峰、武维华、杨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

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2956人，出席2886

人，缺席7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3时，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

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多的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0年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民法典。民法典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决定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2019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

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

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0

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同意报

告提出的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

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冯忠

华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

请求的决定。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已经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是一次民主、团结、求

实、奋进的大会。会议高度评价过去一年

多来党和国家的工作。代表们一致认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乘风破浪推进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用1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

了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时间将本

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

个月左右时间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

果。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

国来说，这样的成效来之不易。这是中国

人民的英雄壮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力量。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

报告和其他报告，对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

作出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大会精

神，依法履职、担当尽责，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确保完成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典是

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必将为新时代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

完备的民事法制保障。我们要带头学习、

宣传、遵守这部法律，在全社会普及这部法

典。全社会都自觉依法从事民事活动，就

能够减少民事纠纷，化解民事矛盾，促进社

会文明、和谐、稳定。

栗战书指出，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是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符合宪

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制定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依法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

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

事业行稳致远。

栗战书最后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

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

大梦想精神，这是我们风雨无阻、奋勇前行

的根本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

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同心协力、砥砺奋

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新篇章。

下午3时35分，栗战书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闭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

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刘鹤、

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

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

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魏凤

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

张庆黎、刘奇葆、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

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

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

高云龙，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

张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

关单位、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

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王勇

“俺村这么偏，前两年都快没人了，

自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俺村修了

路、埋了（污水）管儿，成立了艺术创作基

地，好多人都回来翻盖房子了。 以前是

‘城里现代化，农村脏乱差’。现在，俺村

真的是美如画！”在今年“五一”小长假期

间，孟津县小浪底镇上梭椤沟村游客络

绎不绝，日接待量达1200余人次，当地

村民尝到了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红利。

上梭椤沟村是孟津县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孟津

县围绕省“四美乡村”建设要求，按照“村

里村外不见垃圾，房前屋后见缝插绿，厕

所污水一并治理，清洁家园人人出力”的

工作思路，高起点谋划、高规格设计、高

标准推进，不断提升全域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产生“蝶变”，让

广大农民在建设美丽清洁家园中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年初，孟津县作

为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被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

孟津县是洛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一个亮点。近年来，洛阳市立足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高

位推进，以“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为

抓手，围绕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

所改造、村容村貌整治等重点，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全市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19年年底，全市9县（市）全部通过垃

圾治理省级验收，宜阳县、孟津县被省初

评为“四美乡村”示范县，栾川县、新安

县、洛龙区被省初评为“五美庭院”“美丽

小镇”先进县。

垃圾清零 擦亮乡村新容颜

“以前，一到夏天村里就臭气熏天，

到处是垃圾坑、臭水沟、柴火堆、破猪圈，

这两年在县里支持下，我们村干部带头，

改旱厕，硬化道路，建起了污水处理站、

鱼塘，马上还要建篮球馆、农产品展馆。”

（下转第二版）

洛阳市

扮靓环境 留住乡愁 看见发展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曹怡然）“ 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老庄镇存在行业政策

落实不到位、贫困户脱贫主动性不够、扶

贫产业带贫效率不够等情况，下一步我

们要瞄准特困群体，把最硬的骨头啃下

来。”5月27日，在南阳市重点乡镇党委

书记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述职会上，镇平

县老庄镇党委书记董文友围绕自身的

履职尽责情况、问题查摆情况进行述职，

南阳市副市长李鹏现场点评。

当天，来自该市10个县的17名乡

镇党委书记现场述职，南阳市副市长李

鹏结合前期暗访、调研等情况，对这17

个乡镇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

项具体通报，提出整改要求。

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永说：

“述职述的是责任和解决问题的效果，脱

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乡镇党委书记作为

脱贫攻坚‘一线总指挥’，要做到认识提

升真到位、精准施策真到位、作风效果真

到位，不能只在面上‘打转’，要清清亮亮

地述出做了哪些工作，存在哪些问题，下

一步如何整改，通过明确问题导向，达到

加压驱动，交流学习，整改落实的目的。”

会上，南阳市委副书记曾垂瑞要求

乡镇领导干部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逐一制订

帮扶计划，强化精准帮扶，扎实开展危房

改造、饮水安全、易地搬迁配套“三个清

零行动”，织牢织密综合兜底保障网，要

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主动担当尽

责，扎实推进全域党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集中精力抓好问题整改，保持脱贫攻

坚政策稳定，防范化解风险隐患，高质量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如期全面

脱贫。

查摆问题抓整改
南阳市重点乡镇党委书记进行脱贫攻坚述职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5月28日，记者从

省农业机械技术中心获悉，截至当日17时，我

省已收获小麦2820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3%)，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8万台。

据了解，南阳已收获小麦823万亩(占种植

面积的93%)、驻马店已收获小麦794万亩(占

种植面积的77%)、信阳已收获小麦310万亩

(占种植面积的73%)、平顶山已收获小麦190

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3%)、郑州已收获小麦55

万亩、洛阳已收获小麦78万亩、漯河已收获小

麦38万亩、周口已收获小麦133万亩、许昌已

收获小麦39万亩，新蔡已收获小麦109万亩、

邓州已收获小麦175万亩、固始已收获小麦31

万亩、汝州已收获小麦11.3万亩。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

言人张业遂的邀请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

外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李克强说，首先感谢

媒体朋友们在特殊时期克服了特殊困难，

对中国两会进行报道。因为疫情原因，我

们用视频连线形式开记者会，我想这个距

离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时间有限，

请大家提问。

实现“六保”任务就会实现经济正增长

路透社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

国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少国家

的政府出台了数万亿美元的财政和货币

措施，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的

冲击。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设

定GDP增速。根据路透社的测算，政府工

作报告中出台的财政措施约占中国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个规模比一些经

济学家的预期要低，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

首次出现了几十年以来的收缩。未来几

个月，中方是否会出台更大规模的刺激措

施？从更长远看，中方是否有足够的政策

工具来应对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不断紧

张的中美关系？

李克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

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可以说是史上罕见。

最近不少主要国际组织都预测，今年全球

经济增长是负3%，甚至更多。中国经济

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不可能置身事

外。所以今年我们没有确定GDP增长的

量化指标，这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是我们

确定了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等“六保”的目标任务，这和经济增长

有直接关系。经济增长不是不重要，我们

这样做实际上也是让人民群众对经济增

长有更直接的感受，使经济增长有更高的

质量。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和基础。如果统算一下，实现了“六保”，

特别是前“三保”，我们就会实现今年中国

经济正增长，而且要力争有一定的幅度，

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前行。

你刚才说到有反映我们出台的政策

规模低于预期，但是我也听到很多方面反

映，认为我们出台的规模性政策还是有力

度的。应对这场冲击，我们既要把握力

度，还要把握时机。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的时候，我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当

时复工复产还在推进中，复业复市受阻，

一些政策不可能完全落地，很多人都待在

家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经

验。正是根据前期的经验和对当前形势

的判断，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出的规

模性政策举措，应该说是有力度的。

过去我们说不搞“大水漫灌”，现在还

是这样，但是特殊时期要有特殊政策，我

们叫作“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

活不了的。但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

沫，就会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

有人浑水摸鱼。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要

有针对性，也就是说要摸准脉、下准药。

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都要走新路。

这次规模性政策筹措的资金分两大

块：一块是新增财政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

国债，共两万亿元。还有另外更大的一块，

就是减免社保费，有的国家叫工薪税，并动

用失业保险结存，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让利、

自然垄断性企业降价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

本。这一块加起来大概是前一块的两倍。

我们是要将这些资金用于保就业、保民生

和保市场主体，支撑居民的收入。这些资

金和我们现在全部居民收入40多万亿元

的总盘子相比，比例达两位数。

更重要的是钱往哪里去？我们这次

为企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规模性政

策，主要是用来稳就业、保民生，使居民有

消费能力，这有利于促消费、拉动市场，可

以说是一条市场化改革的路子。

钱是可以生钱的，用之于民的钱可以

创造新的财富，涵养税源，使财政可持

续。我们一定要稳住当前的经济，稳定前

行，但也要避免起重脚，扬起尘土迷了后

人的路。如果经济方面或其他方面再出

现大的变化，我们还留有政策空间，不管

是财政、金融、社保都有政策储备，可以及

时出台新的政策，而且不会犹豫。保持中

国经济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

努力，一定会战胜当前的困难，实现全年

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

保持稳定、稳住基本盘，本身就是对世界

的贡献，会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实现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主张对病毒进行科学溯源

彭博社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未

解之谜，科学家认为找到该问题的答案有

助于预防未来大流行病的发生。有人呼

吁就源头问题开展国际审议。中方对调

查持何立场？您认为这样的调查应该达

到什么目的？应该避免什么问题？

李克强：中国和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病

毒进行溯源。前不久召开的世卫大会通

过了有关决议，中国也参与了。因为科学

溯源可以更好地防控疫情，也是为了世界

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这次疫情突如其来，对人类来说是个

全新的传染病，到现在可以说还是未知大

于已知。病毒是没有国界的，它是全世界、

全人类的敌人。各国都在进行防控，在探

索中前进，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

要控制住疫情的发展，加快疫苗、有效药

物、检测试剂研发突破，这将是人类战胜这

个病毒的强有力武器。中国和许多国家都

在进行投入，我们也愿意开展国际合作。

这些产品是全球公共产品，我们愿意共享，

最终让人类能够共同战胜病毒这个敌人。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努力，现在有

效控制了疫情，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公开透明负责任地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

有关信息。但现在疫情还在全球流行，在

中国也未结束，还有散发病例，不少科学

家都强调，还是要保持警惕，防止反弹。

我们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的原

则，一旦发现疫情，坚决予以管控，不允许

有任何隐瞒，而且要进行科学防治。

现在很多人都说疫情可能短期不会

结束，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实际上国际社

会已经面临双重挑战、要做两张答卷：一

方面要控制住疫情；一方面要恢复经济社

会发展，恢复正常秩序。这两者是有矛盾

的，如果只是做一个方面的事就不一样

了。我们现在需要在矛盾中平衡、探索中

前行，尤其需要国际合作。无论是抗击疫

情，还是发展经济，都需要我们同舟共济，

使人类能够越过这场巨浪的冲击。

（下转第二版）

有把握完成今年决胜脱贫攻坚任务
——李克强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的邀请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社发

我省麦收已近三成
已收获小麦282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