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4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 大会发言
人傅莹介绍本次会议的有关情况，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图为发布会结束后， 傅莹在
离场时向记者表示感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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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二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
发布会， 大会发言人傅莹就会议议程和人
大工作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对
公众关心的诸多热点问题一一回应。

傅莹通报了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的有关情况。 大会议程包括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报告、预算报告，审
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等。

傅莹说， 大会将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
定，各项安排尽量节俭，保持良好会风。

39名代表资格被终止
彰显反腐力度

十二届全国人大将近3000名代表，两
年来已有39名代表因违纪或违法被终止代
表资格。 对此，傅莹表示，这一方面反映了
反腐力度的加大，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加强
对代表监督的效果。

傅莹说，我国五级人大代表共有267万
人，90%的人大代表都在乡、县级。 基层代
表的素质和表现关系到人大本身的效能和
人大本身的健康。 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教
训深刻，期待将要举行的乡、县两级人大选
举能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

傅莹说，解决腐败问题要出重手，标本
兼治。 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角度，主要
是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 要构筑一个不
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法治环境。

立法要与改革决策衔接
使改革于法有据

在回答关于立法和改革的关系时，傅
莹说，要使立法工作与改革决策相衔接，使
重大改革能够于法有据。

她说， 推进改革要避免出现大的反复
和失误， 往往需要先行先试， 需要探索一
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制
定法律， 再全面推广， 使改革能有序向前
推进。

在谈到立法法修正案审议时，傅莹说，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
方立法权限的划分， 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
方立法权， 也包括自治州， 可制定城乡管
理、 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法
规规章。

希望香港如期实现普选
“兄弟之间”应多积累正能量

针对香港普选问题，傅莹说，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的决定

“是不可动摇的”， 希望香港能够按照这个
决定、按照基本法，如期顺利实现普选。

对于香港少数市民和内地游客之间的
摩擦，傅莹表示两地民众应该相互尊重，多
念彼此的好。“兄弟之间要多积累正能量，
有些问题商量商量，不是解决不了。 ”但香
港作为国际性城市， 也有责任保障所有游
客，包括内地游客的安全和尊严。

2015年国防预算增幅约10%

傅莹说，2015年预算报告草案中建议
的国防预算增幅约为10%。

“去年我们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是
12.2%。 ”傅莹表示，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
性的，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这个原则，我
们不会轻易地改变。 ”

傅莹说， 中国今后会继续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

系列环保法律要“动大手术”

在回答环境治理的有关问题时， 傅莹
说，新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
但仅有这部法是不够的， 一系列相关法律
都要“动大手术”。

傅莹透露，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对大
气污染防治法进行修改， 今年还要就水污
染防治法进行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 并作
出修改。 另外，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律， 要下决心制定一部专

门法律，解决土壤污染问题。
她说，新环保法是“有牙齿”的环保法，对

污染零容忍，而且惩治措施非常严格。但是能
否执行下去，要看大家能不能齐心协力。

明确税收法定时间表
力争2020年前全面落实

针对近期几次上调燃油税与税收法定
原则的相关问题，傅莹说，税收法定的条件
已经逐渐成熟， 总的目标是要力争在2020
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
就是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
收，都要通过人大来立法决定。

傅莹说， 在本次大会要审议的立法法
修正案草案中， 就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税
收专属立法权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如果
这次大会能够通过立法法， 今后就要加快
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步伐。

反恐法草案相关规定
不会影响网络经营者正当利益

就美国对中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表示
关注的问题，傅莹说，反恐法草案规定，为
防范和调查恐怖活动， 可以使用电信和互
联网的技术接口。 这个做法是符合行政法
原则的，也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不会
影响网络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傅莹说， 采取这项措施有严格限制条
件， 一是为防范和调查恐怖活动才采取这
样的措施；二是仅限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
机关适用；三是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

事实上，包括美国、英国等在内的西方
国家， 多年来也要求科技企业披露加密的
方式。 傅莹说， 我们主张能够在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 在网络问题上开展对话与合
作， 最好能够建立通行的网络治理规则，
不应该搞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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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4日
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
取委员们意见和建议。他强调，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共同发
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是通向和
平统一的光明大道， 我们应该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坚持共同政治基
础，坚定不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坚定不移
携手实现民族复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俞正声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郑建邦、杨健、温雪琼、纪
斌、李霭君、骆沙鸣、郑广台、刘家强、胡有
清、冯巩、傅惠民等11位委员，围绕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 促进两岸一家亲理念深
入人心、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加强两岸青少
年交流、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
两岸文化产业合作、 加快推进平潭综合实
验区建设等问题先后发言。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首先表示，民革、台盟作为中国共产
党的亲密友党，台联作为台湾同胞的爱国民众
团体，长期以来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做了大量
工作。大家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他代表
中共中央，向大家表达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2014年是我国发展进程
中很不寻常的一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
队建设，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加快推进
依法治国，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坚决反对
和纠治“四风”问题，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各
项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习近平强调，过去的一年，我们坚持对
台工作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 两岸制度化
协商取得新成果，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不断
深入，各领域交流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台海局势总体稳定。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
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
步。我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时采取正
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

习近平指出，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
上了和平发展道路， 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
的深刻变化，展现了合作共赢的前景。和平
是宝贵的，和平需要维护。两岸同胞要总结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验， 精心维护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成果。

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 对两岸建立
政治互信、开展对话协商、改善和发展两岸
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两
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 两岸互
信将不复存在， 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动
荡不安的老路上去。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
共识” 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
的基础和条件， 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
属一个中国。只要做到这一点，台湾任何政
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都不会存在障碍。“台
独” 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损害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企图挑起两岸民众和社会对立、割
断两岸同胞精神纽带，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最大障碍，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
胁，必须坚决反对。两岸同胞要对“台独”势

力保持高度警惕。
习近平指出， 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

们发展两岸关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动，靠两
岸同胞共同维护，由两岸同胞共同分享。我
们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理念不会变，
为台湾同胞办实事、 办好事的政策措施不
会变。 我们注重听取台湾各界特别是基层
民众意见和建议， 愿意了解台湾同胞想法
和需求。 我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
岸大交流进程中来， 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支持者、参与者。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
交流往来， 实施惠及两岸同胞的政策法律
措施，扩大台湾基层民众受益面和获得感。
我们愿意让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愿意为台湾青年提供施展才华、 实现抱负
的舞台， 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他们的成
长、成才、成功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

习近平强调，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两
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中国梦既是国家、民族
的梦， 也是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每个中华

儿女的梦， 同我们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紧密相连。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两岸同
胞从来都是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两岸同
胞要携手同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希望民革、台盟、台联各位委员
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和决策部
署， 充分发挥同台湾地区和海外联系广泛
的优势，密切同台湾同胞的联系，促进两岸
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推动两岸同胞
携手共圆中国梦。

习近平还希望全国政协委员勇于担当
责任、着力提高能力素质、保持良好形象、
增强委员意识，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做
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
监在关键处。要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扎实
开展调查研究，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守住道德底线，不碰法律红线，自觉
廉洁自律。

孙春兰、杜青林、万鄂湘、林文漪、张庆
黎、齐续春等参加联组会。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强调

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3月4日， 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 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主席团（172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乃依木·亚森（维吾尔族） 寸敏（女，白族） 万鄂湘

习近平 马 （女） 马须伦 马晓天 马飚（壮族）
王乃坤（女） 王三运 王万宾 王东明 王岐山 王佐书
王沪宁 王君 王忠心 王珉 王树国 王胜俊 王宪魁
王晨 王儒林 尤权 车光铁（朝鲜族） 文敏（女）
巴音朝鲁（蒙古族）巴特尔（蒙古族）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
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哈萨克族） 龙超云（女，侗族）
卢展工 白玛赤林（藏族）白志健 丛斌 吉炳轩 西西玛（藏族）
朱国萍（女）乔晓阳 向巴平措（藏族）刘云山 刘志华（女）
刘希娅（女） 刘奇葆 刘慧（女，回族） 刘德培 许为钢
许其亮 许振超 孙志军 孙其信 孙春兰（女） 孙政才
孙勤 严隽琪（女） 苏晓云（土家族） 苏辉（女） 杜青林
杜德印 李飞 李屹 李刚 李纪恒 李沛霖 李建华 李建国
李玲蔚（女） 李昭玲（女） 李适时 李烨（哈尼族） 李盛霖
李鸿忠 李景田（满族） 李智勇 李源潮 杨卫 杨邦杰
肖怀远 吴胜利 何健忠 汪毅夫 沈跃跃（女） 张又侠
张广宁 张少琴 张平 张平（民盟中央） 张仙蕊（女）
张庆黎 张阳 张轩（女） 张作哈（彝族） 张宝文 张宝顺
张春贤 张晓明 张健 张德江 陆浩 陈舟 陈全国 陈秀榕（女）
陈武（壮族） 陈昌智 陈竺 陈建国 陈喜庆 范长龙
范徐丽泰（女） 欧阳淞 罗志军 罗保铭 罗亮权（苗族）
周本顺 周其凤 房峰辉 孟建柱 赵正永 赵乐际 赵克石
赵克志 赵坚（女，傣族）赵季平 赵胜轩 赵洪祝 赵德明（瑶族）
胡春华 相里斌 柳斌杰 钟南山 修福金 侯建国 俞正声
姜万春 姜异康 姚建年 贺一诚 骆惠宁 袁驷 栗战书
贾春梅（女）夏宝龙 徐平 徐守盛 殷一璀（女）郭凤莲（女）
郭金龙 郭庚茂 唐世礼（女，布依族） 娘毛先（女，藏族）
黄龙云 黄兴国 盛光祖 雪克来提·扎克尔（维吾尔族）
符跃兰（女，黎族） 彭清华 董中原 韩正 程东红（女）
傅莹（女，蒙古族） 傅琼华（女） 谢文彦（满族） 谢旭人
谢经荣 谢智波 强卫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
蔡昉 廖晓军 谭永华 谭惠珠（女） 魏凤和

秘书长
李建国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2015年3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王晨 王万宾 乔晓阳
傅莹（女，蒙古族） 陈世炬 焦焕成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2015年3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一、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
的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国务院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国务院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5年中央预算
四、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

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五、听取和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张德江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
告

六、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七、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关
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八、其他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2015年3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议程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5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 审查国务院关于2014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审查国务院关于2014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下午，各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5日
上午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下午，全国政
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5日15时举行记
者会，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就“经济社
会发展与宏观调控”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发言人傅莹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大会的日程
安排和主要议程。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3月5
日正式开幕，15日上午闭幕，会期10天半，较去年增加
了时间， 以便代表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审议审查预算报
告草案和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会议为期十天半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今日上午9时开幕

大会发言人傅莹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