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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答记者问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0日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王胜明、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乌日图、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就人大立法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立法要与改革相衔接，要适
应改革的需要。”在回答“如何保
证改革试点授权有理有据”的问
题时，郑淑娜说，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这些授权决定，“虽然来得很
急 ，一 次 会 就 通 过 ，但 是 高 度 负
责，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行

使权利。”
她举例说，去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 33 个试
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
实 施 有 关 法 律 规 定 的 决 定 草 案
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要把好关，并在决定

中提出了三点要求和三个底线。
“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推进改

革 ，为 改 革 提 供 法 律 支 撑 和 依
据。”她说，“同时，我们严格地依
照法律权限和法律规定行使这些
权利，并严格监督授权决定的执
行情况。”

●设区市地方立法稳步推进

去年修订的立法法赋予所有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介绍，截
至今年 2 月，全国 27 个省份中，已
有 24 个省份作出了确定设区市行
使立法权的决定，涉及 214 个设区
的市、自治州、地级市，占到总数
271个中的79％，6个设区的市已出
台地方性法规。

对于舆论担心的扩大地方立
法权存在立法重复、选择性立法、
立法质量难以保证等隐忧，郑淑娜
说，立法法为此设立了五道防线，
也给设区的市规定了城乡建设与
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三
方面的立法权限，并强调不能与国
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包括省里的地
方性法规相抵触。

●通过慈善立法“看住、用好”善款

“善款怎么能够看住、用好？慈
善行为怎么规范？一靠自律，二靠严
管，自律和严管的主要途径是信息公
开。”谈到本次大会正在审议的慈善
法草案，王胜明表示，慈善法草案在
许多方面对信息公开作出规定。

他说，慈善法草案根据不同主
体和方式给慈善组织规定了信息
公开义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必须
定期公开组织基本情况、慈善项目

运作情况、募款目的、募集金额和
用途等。此外，草案还规定了信息
披露的平台和违反信息公开义务
的法律责任。

对于各界争议较大的“互联网
募捐”，王胜明表示，对此一种意见
建议全面放开，另一种意见认为应
有所限制。“我赞成有所限制，如果
放开也应当根据我国慈善事业发
展水平和管理水平逐步放开。”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2017年提交常委会

谈到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进
展情况，袁驷介绍说，这部法律将
建立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
制，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调查和监
测标准体系；明确经济政策，加大
土壤污染治理资金投入；重点针
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保障农民
品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

“目前我们委托环保部起草
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稿，初步
拟订在今年年内环资委内部进行

两 次 初 审 ，2017 年 提 交 给 常 委
会。”他说。

在回答记者关于我国核安全
立法的问题时，袁驷表示，人们对
核能的利用有一些顾虑和恐惧，
需要制定核安全法，依法保障核
安全。制定核安全法也是履行我
国对国际上的承诺。

“核安全立法已经纳入立法
规划，由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提
请审议，现在正在进程当中。”他
透露。

●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10月份提请审议

谈到电子商务立法，乌日图透
露，电子商务立法已列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目前
法律草案稿已经形成，将尽早提请
审议。

乌日图表示，电子商务立法
坚持问题导向，对电子商务经营
的主体责任、交易与服务安全、数

据信息保护、维护消费者权益以
及市场秩序、公平竞争等内容都
进行了规范。

乌日图还介绍说，旨在破解中
小企业融资难、维权难等困境的中
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已经形成，
并将于今年10月份提请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审议改革试点授权决定“不是走过场”

两会议政录

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
区党总支书记袁红梅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已跟不上社会治理步伐。

●目前，政府所有的公
共服务都由街道中转给居委
会来跑腿，这种局面造成不
是执法的人去执法。

修改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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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报道均据新华社

●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
组织法，明确社区职能，建立
符合国情的居民自治制度。

●明确政府各部门对
社区居委会的指导方式，避
免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

全国人大代表、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王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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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拥堵费开征前
提条件、收费标准等设置，
均须法律政策层面的支持
与界定，不宜再使用行政规
章替代。

●征收拥堵费应考虑
交通参与者在刚需出行下
的价格承受能力，不应起点
过高，征询社会意见合理规
划拥堵费征收区域。

●政府应提高公共交
通承载能力，建立更加完善
的公共交通网络尤其是地
下交通网络。

征收拥堵费
须法律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
鼎泰集团董事长王馨

加强商事改革
惩处失信企业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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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制度改革要加
强协作联动和事后监管，
加快建设全国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简称“全国一
张网”），实现让失信企业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将企业及法定代表

人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档
案、企业登记信息和年报
信息、经营异常名录和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等信
息进行整合，统一公示。

立法要适应改革需要

全国27个省份中，已有24个省
份行使立法权，涉及214个设区的市、
自治州、地级市，占到总数的79％，6
个设区的市已出台地方性法规。

谈地方立法

善款怎么能够看住、用好？
慈善行为怎么规范？一靠自律，
二靠严管，自律和严管的主要途
径是信息公开。

谈慈善法

核安全立法已经纳入立法规
划，由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提请
审议，现在正在进程当中。

谈核安全立法

谈电子商务立法
电子商务立法坚持问题导

向，对电子商务经营的主体责任、
交易与服务安全、维护消费者权
益等内容进行了规范。

◀全国
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副主
任郑淑娜

◀ 全国
人大内司委
副主任委员
王胜明

◀全国
人大环资委
副主任委员
袁驷

◀全国
人大财经委
副主任委员
乌日图

从2004年开始，先后在16个省
份进行分省命题试点，15个省份由
国家考试中心命题但不是一张卷
子，是有 4 套卷子。分省命题成本
比较高。2016年，原来16个分省命
题的省份自动申请退出了11家。

“全国一张卷”还为时过早。
2016 年全国将有 26 个省份选择统
一命题，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
江5省份还是分省命题。

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基
本教育制度安排，一个国家不
可能同时存在几个义务教育的
模式。我们不延长九年义务教
育，但会重点放在把义务教育
办得更好。“十三五”提出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意味着国家已
经明确中国的教育普及是十二
年，就是说九年义务教育加三
年高中阶段教育。

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深入做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
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鼓励
毕业生勇于创业、积极就业；其次
要认真细化落实国家对大学生就
业创业的优惠政策；另外，还需要
加强就业指导，为学生和用人单
位牵线搭桥；最后，要开展精准帮
扶“一人一策”，使毕业生能够找
到自己理想工作。

如何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否要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考会否全国统一命题？

九年义务教育不延长
10日下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就“教育改革与发

展”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身体好时没命干，身体有病拼命治，中间缺少了健康管
理这一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首先要推动健康管理发展，防
患于未然。”全国政协委员张世平如此呼吁。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
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广全民健身，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明说，健康中国的主要内涵就是以人
民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努力实现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到

“以健康促进为中心”的转变，不断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预防为主应成为健康中国的主要内容；要打造健康中

国，就必须注重和坚持预防为主。”李立明说。
委员们认为，我国新一轮医改从顶层设计上基本体现了

“预防为主”的理念和方针，实施几年来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和进展，但仍需向“预防为主”进行倾斜。

李立明委员指出，相对于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我国当前
医改更加注重疾病治疗。此外，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数量和质
量的不足，也成为健康管理建设掣肘。近年来，我国各级公共
卫生人才匮乏，公共卫生岗位胜任力不足。张世平建议把健
康管理学纳入国家一级学科，培养专门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应加快制定
统一的标准和数据格式，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立健全多
层次、多元化、信息化、网络化、国际化的健康服务产业体系。

新一轮医改
仍需“预防为主”

——政协委员建言“十三五”健康中国建设立
法
声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