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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 21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十七次委员长
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21 日下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
各代表团召开会议，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
21 日晚举行的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杨振武作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审议情
况的汇报，决定将两个草案分别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和表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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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维华出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十七次委员长会议

栗战书 王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跃跃 （女） 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 （维吾尔族） 万鄂湘 陈竺 王东明 白玛赤林 （藏族） 丁仲礼 郝明
金 蔡达峰 武维华 杨振武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韩
洁、杨依军、孙少龙、姜琳）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 21 日晚举行新闻发布
会，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就会议议程和人
大有关工作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体系 30部法律待制定修改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将如何以法治
助力提升公共卫生管理水平？

张业遂说，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
行职责，迅速行动，出台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
食用的决定；审议生物安全法草案、动物防疫法修订草
案；部署启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立法修法工
作；还宣传解读疫情防控法律，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中国目前有 30 多部与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有关的法
律，这些法律在这次疫情大考中总体经受住了考验，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张业遂说，
下一步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立法修法进
一步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

张业遂说，今明两年，人大常委会计划制定修改法
律17部，适时修改法律13部。重点是抓紧完善新制定的
生物安全法草案，争取年内审议通过；抓紧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争取今年下半年提交审议；尽早完成修改动
物防疫法；抓紧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认真评估传染病
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有针对性地修改完善。

中国不存在“隐性军费”问题

谈到国防预算问题，张业遂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每年国防预算都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从 2007
年起，中国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军事开支报告。钱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不存在什么“隐性军费”问题。

“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开支，无论

总量、人均还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是适度和克
制的。”他说。

张业遂说，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多年保持在 1.3%左右，远低于 2.6%的世界平均水
平。与第一大军费开支国相比，2019年中国国防费总量只
相当于它的四分之一，人均只相当于它的十七分之一。

民法典是人民权利的法律宝典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
立法任务。本次大会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议民法典草案。

“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法律宝典。”张业遂说。

张业遂说，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陆续制定了多
部民事单行法律，民法制度逐步建立完善。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规范
进行系统整合、修改编纂，适应时代发展，符合中国国
情，反映人民意愿，对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
有重大的意义。

张业遂说，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分“两步走”。第一
步是制定民法总则，已经在 2017年完成。第二步是编纂
各分编，最终与民法总则合并，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2018年 8月以来，人大常委会对几个分编草案多次
进行审议和修改完善，形成民法典草案并提交本次大会
审议。”张业遂介绍，民法典草案共 7 编、1260 条，7 编
分别是：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
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据介绍，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先后 10次通过中国人
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意
见和建议。

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本次大会将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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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草案。

对此，张业遂说，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
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
的根本利益所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张业遂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
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
新的形势和需要，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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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完全必要的。

中方决不接受任何滥诉和索赔要求

针对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涉
华消极议案，张业遂说，这些议案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
根据，而且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坚
决反对，将根据议案审议情况，予以坚定回应和反制。”

张业遂说，疫情发生以来，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
出巨大代价，中国有效控制了疫情，维护了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中国本着公开、透明、
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
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
因序列等信息，尽最大努力开展国际抗
疫合作，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好评。

“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决不接受任何
抹黑和攻击。”他说。

张业遂说，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科学
家和医疗专家进行科学研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学
结论。通过转嫁责任来掩盖自身问题，既不负责任，也
不道德。中方决不接受任何滥诉和索赔要求。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战胜疫情需要科学、理性
和团结合作。我们希望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中，理性
战胜偏见，良知战胜谎言，多一些责任担当，少一些政
治操弄。”张业遂说。

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张业遂表示，中美两国拥有广
泛的共同利益。历史充分表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
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张业遂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关
键在于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如果
美方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理性看待中国的
发展和战略意图，致力于同中方开展建设性对话，将有
利于两国各领域及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互利合作。如
果美方坚持冷战思维，推行遏制中国的战略，损害中国
的核心和重大利益，结果只能是损人害己。

“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将坚定不移捍卫自身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他说。

张业遂说，目前，合作抗疫、恢复经济是头等大
事。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多
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
调，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处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在
正确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 21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

主席团会议应到 174 人，出席 173 人，缺席 1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推选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
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由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主席

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日

程。根据会议日程，这次大会定于 5 月 22 日上午
开幕，5月28日下午闭幕，会期7天。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
体会议的执行主席。经过表决，会议推选了大会
全体会议执行主席。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杨振武、信春鹰、李
飞、张业遂、唐方裕、李宝荣为大会副秘书长。
会议指定，张业遂兼任大会发言人。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表决议案的办法。会议决定，代表提出议案
的截止时间为 5月 25 日 12 时。会议期间，大会秘
书处对代表团和代表提出的议案进行研究，提出
处理意见，报告主席团作出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0年5月2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0年5月2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174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仲礼 丁薛祥 乃依木·亚森 （维吾尔族）

于伟国 万鄂湘 习近平 马伟明 马逢国 王东明
王东峰 王光亚 王刚 王岐山 王沪宁 王国生 王
建军 王砚蒙 （女，傣族） 王宪魁 王勇超 王晨
王银香 （女） 支月英 （女） 尤权 车俊 巴音朝
鲁 （蒙古族） 邓丽 （女） 邓凯 艾力更·依明巴
海 （维吾尔族） 左中一 石泰峰 布小林 （女，蒙
古族） 旦正草 （女，藏族） 叶诗文 （女） 史大
刚 史耀斌 白玛赤林 （藏族） 白春礼 （满族）
丛斌 冯淑玲 （女，满族） 吉狄马加 （彝族） 吉
炳轩 吕世明 朱国萍 （女） 向巧 （女，苗族）
刘艺良 刘远坤 （苗族） 刘奇 刘海星 刘家义 刘
赐贵 齐玉 江天亮 （土家族） 许为钢 许立荣 许

宁生 许其亮 孙志刚 苏嘎尔布 （彝族） 杜家毫
杜德印 李飞 李飞跃 （侗族） 李玉妹 （女） 李
伟 李作成 李希 李学勇 李钺锋 李家俊 李鸿

（女） 李鸿忠 李强 李锦斌 李静海 杨洁篪 杨洪
波 （白族） 杨振武 杨蓉 （女） 肖开提·依明

（维吾尔族） 肖怀远 吴月 （女，黎族） 吴玉良
吴英杰 邱勇 何健忠 何毅亭 邹晓东 应勇 冷溶
汪其德 汪洋 汪鸿雁 （女） 沙沨 （女，回族）
沈春耀 沈跃跃 （女） 张又侠 张少琴 张升民 张
平 张业遂 张庆伟 张志军 张轩 （女） 张伯军
张春贤 张毅 陆东福 陈全国 陈求发 （苗族） 陈
希 陈武 （壮族） 陈竺 陈润儿 陈敏尔 陈锡文
陈豪 武维华 苗华 林建华 林铎 罗保铭 罗萍

（女，哈尼族） 罗毅 （布依族） 郑军里（瑶族）

郑奎城 降巴克珠（藏族） 赵乐际 赵宪庚 赵贺 郝
明金 胡和平 咸辉（女，回族） 哈尼巴提·沙布开

（哈萨克族） 段春华 信春鹰（女） 娄勤俭 洛桑江
村（藏族） 姚建年 骆惠宁 袁驷 栗战书 夏伟东
徐延豪 徐绍史 徐留平 殷一璀（女） 高红卫 高虎
城 郭声琨 黄久生 黄龙云 黄志贤 黄坤明 黄路
生 曹建明 曹鸿鸣 雪克来提·扎克尔（维吾尔族）
康志军 鹿心社 彭清华 董中原 蒋卓庆 韩立平
傅自应 傅莹（女，蒙古族） 谢经荣 楼阳生 嘉木
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 赫捷 蔡达峰
蔡奇 廖晓军 谭耀宗 魏后凯
秘书长

王晨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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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三、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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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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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七、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八、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九、其他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2020年5月2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杨振武 信春鹰 （女） 李飞 张业遂 唐方裕 李宝荣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0年5月2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华夏
大地，中华儿女因之忧心忡忡。

同舟共济克时艰，众志成城战疫魔。
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扛起责任、冲锋在前，全力投入疫情防
控阻击战。与此同时，广大党员积极响
应党中央号召，踊跃自愿捐款，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力量。

汇小流以成江海。一笔笔捐款，一
份份爱心，集聚起战疫的强大正能量。

彰 显 家 国 情 怀
汇 聚 人 间 大 爱
——广大共产党员自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5 月 21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
开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代表政协常委会作工
作报告。2020 年适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今
年的政协会议意义特殊。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
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为更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凝
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关键历史时期，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尤其需要同中国共产
党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人民政协要发挥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广泛团结动员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
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紧扣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履职尽责、凝心聚力。

人民政协制度关键时刻好用管用。在近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人民政协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
署，动员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
员参与疫情防控斗争，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
位上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责任担当。6万余名民主
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身份的医务工作者勇敢

“逆行”，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积极
建言献策 1300多条、踊跃捐款捐物……他们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
干在一起，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
风雨与共。实践充分证明：发挥好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政协制度优势，就能凝聚起各党派
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广泛共识，形成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磅礴力量。

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政协有 3100多个各级政协组织，60多万名
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
是、履行职责。这是荣誉，更是责任。眼下，
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
实现预期目标任务，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如何
抓紧抓实抓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
划如何制定，脱贫攻坚如何啃下最后的硬骨头，“六稳”“六保”怎样
落到实处等等问题，都需要广大政协委员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
正如汪洋主席在报告中要求的，政协委员“担当尽责义不容辞”，要

“强化责任肯担当”，“提高能力善担当”，“模范带头真担当”。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犹记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得到各方热
烈响应。今天，“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人民
政协制度优势正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使命凝心聚力。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发展机遇和风险挑
战。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人民政协必将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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