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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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
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8
日上午分别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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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
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
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发展军民融合产业集群
习近平在四川代表团参加

审议。会上，王东明、骆云莲、唐
良智、甲登·洛绒向巴、林书成、
耿福能等6位代表先后围绕推进
四川改革发展、加强灾后重建、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好藏区经
济社会发展和藏传佛教寺庙管
理工作、打好彝区脱贫攻坚战、
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等问题
发表意见。习近平认真听取和
记录，不时询问情况并同大家讨
论，最后作了重要讲话。习近平
在肯定四川一年来工作后强调，
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
战，扎实开展创新创造，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统筹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习近平指出，
重视农业，夯实农业这个基础，
历来是固本安民之要。我国农
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
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
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要坚持市
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供给质
量，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
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优化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形成农
业农村改革综合效应，推进城乡
发展一体化，就地培养更多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
农民。习近平指出，到2020年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
立下的军令状。脱贫攻坚越往
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
准施策、过细工作。要继续选派
好驻村干部，整合涉农资金，改
进脱贫攻坚动员和帮扶方式，扶
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
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

“绣花”功夫。防止返贫和继续攻
坚同样重要，已经摘帽的贫困县、
贫困村、贫困户，要继续巩固，增
强“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稳定脱
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
中的形式主义。习近平指出，要
急起直追，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历
史机遇，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
目标、战略、短板选准课题，形成
更具激励性的制度环境，加快健
全军民融合发展组织管理体系、

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抓
好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基地建
设，发展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习
近平指出，政治生态是检验我们
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一
项持久的工作。要结合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
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旗
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各
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准则》、
《条例》，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
廉洁“安全带”，激浊扬清，扶正祛
邪，自觉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履职尽责、作出贡献。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李克强在广西代表团参加审

议。彭清华、陈武、梁丽娜等代表
踊跃发言，李克强不时插话与大家
讨论。他说，近几年广西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成绩值得肯
定。今年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
希望广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铆足劲抓发展干实事，以改革发展
成果兑现改善各族群众生活的承
诺，尤其要推动贫困地区、革命老
区、民族边疆地区加快脱贫。依
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深化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敢于触动利益，把政府不应拿
的权力坚决放掉，集中精力管住
管好该管的事，更加主动为企业
服务，营造良币驱逐劣币的公平
环境。发挥沿海沿边的独特区
位优势，在扩大开放中积极参与
国际合作与竞争，培育新优势。
立足创新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释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潜
力，为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
造提升插上翅膀，推动产业迈向
中高端，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坚持为人民谋利益
张德江在黑龙江代表团参

加审议。在认真听取王宪魁、陆
昊、孙斌等代表发言后，张德江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党领导
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
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把思
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
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
经济改革发展，继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促进
结构调整，用创新的路子加快转
型升级，切实增强供给结构对需
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断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为人民谋利益，切实做好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妥
善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
朝着人民美好生活奋进。张德江
充分肯定了黑龙江的工作，希望
黑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奋力走
出全面振兴的新路子。

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俞正声在海南代表团参加

审议。在认真听取刘赐贵、高之
国、王勇等代表发言后，俞正声
对海南近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希望海南牢固树立和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国际旅游
岛建设，坚持生态立省，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俞正声强调，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
主基调、是大局，关键要稳政策、
稳预期、防风险，在稳的前提下
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
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要紧
密结合海南实际，把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抓
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机，下
大气力调优结构，改善供给质
量，重视做好规划工作，切实保
护好生态环境，确保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刘云山在山西代表团参加审

议。在听取骆惠宁、楼阳生、申纪
兰等代表发言后，刘云山说，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落实好全面从严
治党部署，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党
内政治文化建设，解决好思想源头
和价值观念上的问题，以良好的党
内政治文化纯洁党内政治生活、涵
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领导干
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要带头坚定政治理
想、锤炼政治品格、坚守政治价
值、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发挥引领
示范作用。要主动经常接受党内
政治生活锻炼，增强严格自律、慎
独慎微的自觉性，以刀刃向内的勇
气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实现
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始终保持共
产党人的先锋本色。

加快建设经济强省
张高丽在河北代表团参加审

议。在认真听取赵克志、张庆伟、
郭建仁等代表发言后，张高丽说，
过去一年，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新的成绩，希望河北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河
北工作“四个加快”“六个扎实”

“三个扎扎实实”的要求，加快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要全面
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对接京
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坚
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
降一补”，特别要抓好钢铁去产能
这个重头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
新旧动能转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切实
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以赴打赢
脱贫攻坚战；全面落实办奥理念，
扎实推进冬奥会筹办工作，努力
谱写河北改革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 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就地培养更多新型职业农民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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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江委员长向大会报告
工作。会议并听取了关于民法
总则草案的说明、关于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
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的办法草案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办法草案的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
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
台就座。

张德江在报告中说，过去一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
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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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认真行使宪法法律
赋予的职权，努力发挥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作用。

张德江从7个方面回顾了过
去一年的主要工作。一是着力
推进重点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
量。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
系取得重要进展；扎实推进民法
总则制定工作；加强文化、社会、
环境保护等方面立法；完善立法
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二是依
法对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及时妥善处理辽宁拉票贿选案
的有关问题，坚决维护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权威和尊严；依法对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作出
解释，坚决反对“港独”行径；作
出关于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的决定，为重大政治体
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三是为
相关领域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统筹修改多部法律，持续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作出授权
决定，为改革先行先试提供法律
依据；总结改革试点经验，通过
修改完善法律予以复制和推
广。四是以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问题为重点加强执法检查和
工作监督。把加强执法检查摆
在突出位置；着力提升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安全感；积极推动改善
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大力弘扬宪法精
神。五是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
发挥主体作用。密切常委会同
代表、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增强代表议案审议和建议办理
实效；加强代表思想作风和素质
能力建设。六是充分发挥人大
对外交往服务国家大局的作
用。七是大力加强自身建设。

关于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张德江强调，2017年我们党将召
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2017年是
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一年。做好今年
人大工作意义重大。全国人大常
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加强重点领域
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实行正
确监督、有效监督，支持和保障代
表依法履职，圆满完成本届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各项任务，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张德江从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证善治，实行正确监督、有效
监督，认真做好人大代表选举工
作，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等方
面，阐述了2017年的主要工作。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
就民法总则草案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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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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