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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农历二月初五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取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说明

3 月 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托，栗战书委员长
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
（据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托，栗战书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全
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会议并听取
了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75 人，出
席 2948 人，缺席 27 人，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栗战书在报告中说，
十三届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正逢
“两个
一百年”
历史交汇期，
使命光荣，
责

任重大。一年来，
常委会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按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的工作部署，依法履职，开拓
进取，
实现了良好开局。
栗战书从七个方面回顾了过
去一年的主要工作。一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确保人大工作正确政
治方向。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召开 31 个省级人大和有关方面参
加的学习交流会。二是全面学习
宣传贯彻新修改的宪法，
推动宪法
实施迈出新步伐。按照新修改的
宪法，
对调整设立的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职责作出决定，
增加宪法实施
和监督、宪法解释等工作职责，加
强了宪法实施的工作力量和组织
保障。三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立
法工作，
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治
保障。制定法律 8 件，
修改法律 47
件次，
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
题的决定9件。四是依法履行人大
监督职责，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和改革攻坚任务。听取审议国务
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24 个，
检查 6 部法律实
施情况，
进行 3 次专题询问，
开展 5
项专题调研。五是拓展联系代表
的渠道，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
职。常委会会议期间，
召开了 4 次
列席代表座谈会，186 名全国人大
代表参加会议，
提出的意见建议都
由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落实。六是

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做好人大对外
交往工作。七是全面加强常委会
自身建设，
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
和水平。下大力气改进会风，
严肃
会议纪律，严格请假制度，常委会
会议出席率保持在98%以上。
栗战书强调，过去一年的工
作，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做好新时
代人大工作，最根本的是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党领
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栗战书指出，过去一年，工作
中也存在差距和不足。我们要高
度重视这些问题，虚心听取各方
面的意见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
各项工作。
关于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栗
战书指出，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
键之年。常委会要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
信”
，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
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
提升立法、
监督、
代表工作、
对外交
往和自身建设水平，
努力开创新时
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栗 战 书 从 六 个 方 面 对 2019
年的主要任务进行了阐述：坚持
不懈推进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
努力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
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不断完善代表履职工作机
制；积极做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
全面提升常委会自身建设水平。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
于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说明。王晨
说，制定外商投资法，是贯彻落实
党中央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
投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我
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与时俱进、
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王晨介绍了外商投资法草案
的起草过程和总体要求。他说，
根据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的形势和
要求，制定外商投资法的指导思
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适应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创新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确立新时代

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为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健康发展。
王晨说，外商投资立法着重
遵循和体现以下重要原则：一是
突出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外
商投资的主基调；二是坚持外商
投资基础性法律的定位；三是坚
持中国特色和国际规则相衔接；
四是坚持内外资一致。
王晨说，草案分为 6 章，包括
总则、
投资促进、
投资保护、
投资管
理、
法律责任、
附则，
共 41 条，
对新
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作出了基本
的、明确的规定。一是关于外商
投资的界定；二是关于外商投资
促进；三是关于外商投资保护；四
是关于外商投资管理。他还就草
案中的有关规定作了具体说明。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执行主席吉炳轩主持。会议
开始时吉炳轩说，今天是“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让我们以大会
主席团的名义，向各位女代表、女
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
界妇女，向世界各国妇女，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大会执行主席王东峰、王国
生、白春礼、刘奇、许其亮、李学
勇、李锦斌、吴英杰、张业遂、陈全
国、陈求发、陈锡文、陈豪、林铎、
段春华、娄勤俭、贺一诚、徐绍史、
殷一璀、黄志贤、鹿心社、蒋超良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据新华社）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
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
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
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包
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
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
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扛稳
粮食安全这个重任。要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要树牢绿色发展理
念。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
这个短板。要夯实乡村治
理这个根基。要用好深化
改革这个法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8 日上
午分别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一些代表团的审议。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
来之际，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参
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
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习近平在河南代表团参加审
议。会上，王新伟、王杜娟、汤玉
祥、宋虎振、李连成、高建军、李红
霞、黄久生等 8 位代表先后围绕
开放发展、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中
国名片、推动先进装备制造业走
出去、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
的八个梦想、弘扬焦裕禄精神、培
育创新要素、回报乡亲和党恩等
问题发表意见。习近平肯定河南
近些年工作，希望河南的同志们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

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
稳定各项工作，保持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
础。习近平指出，河南是农业大
省，也是人口大省。做好“三农”
工作，对河南具有重要意义。党
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
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
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
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要扛稳粮食安全这
个重任。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
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首要任务。河南作为农业大
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全国
影响举足轻重。要发挥好粮食生
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
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
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
新担当新作为。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要强化地方政府主体
责任，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
制，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牢牢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自身优
势，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延
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
高效农业相统一。要树牢绿色发
展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
调发展，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三年整治行动，加强农业生态环
境保护和农村污染防治，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完善
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网络，加大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
业节肥节药行动，完善农产品原
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
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保证
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农产
品。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
板。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

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
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
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编制多规合
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加大投入
力度，创新投入方式，引导和鼓励
各类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逐步建立全域覆盖、普惠
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服务
网络，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
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
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强化农村基层党
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强农村党
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
级权力有效监督。完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制度，完善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留守儿
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
系。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健全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用好深
化改革这个法宝。 (下转 A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