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報告反對票超一成
內容涉及「十三五」綱要 規劃尚有改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李望賢

兩會報道）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

舉行閉幕大會，現場2,859名代表依次表決

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等多個決議和決定，以

及慈善法草案。據統計，在表決中，政府

工作報告獲得現場2,814票贊成，支持率最

高，達到98.4%。 2015年中央與地方預算

執行情況與2016年中央與地方預算的決議

得到299張反對票，成為本次會議「反對

票王」。有代表在會後向本報表示，今年

的預算案報告涉及「十三五」綱要，還需

多方面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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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的審議和討論情況來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
告獲得了代表們的高度認可，得到贊成2,814

票，反對27票，棄權16票，以全場最高票通過，支持
率高達98.4%。
而299張反對票讓財政部的預算案報告成為本次投票
的「反對票王」，加上90張棄權票，意味着有389名
代表對預算案報告不滿意或者不想發表意見，反對率
超過10%。當表決結果出現在電子屏上時，現場許多
人同時舉起相機，對着寫有表決票數的大熒幕拍照。

「兩高」反對票創十年新低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院長童

國華向本報表示，今年的預算涉及「十三五」綱要，
關係中國未來5年的發展，整個規劃從技術、基礎建設
等方面，都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他提出，希望在科
研、環境保護等方面加大投入。
過去10年來，「兩高」工作報告反對票數一直居高

不下，但在今年，「兩高」工作報告的反對票數均創
下10年最低。當表決器上顯示最高法報告獲反對票
208張、棄權票有46張、贊成票2,600張，最高檢報告
反對票239張、棄權票51張、贊成票2,560張時，現場
很多人，尤其是坐在二樓的來自高法和高檢的工作人
員開始議論紛紛，對這一結果表示欣慰與認同。
童國華表示，「兩高」報告反對票最高時有七八百

張，今年反對票較少，得益於「兩高」的努力以及中
國法治建設的推進。他認為，反對票並不意味着對依

法治國的否定，而是某一些工作有待改進。「有反對
票是好事，體現了民主和法治。」他說。
會議還高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草

案）》。其中，贊成2,636票，反對131票，棄權83
票。「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支持率則為97.17%，贊
成2,778票，反對53票，棄權25票。此外，2015年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6年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計劃的支持率為93.91%，獲得2,685票贊
成，129票反對，43票棄權。

■當「反對票王」預算案報告結果出來時，現場許
多人舉起相機拍照。 記者江鑫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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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不良債權轉股的問題目前
正在研究中，還需要經過一系列
的技術設計和政策準備，才能夠
全面推開。不良債權轉股不像有
些媒體說的那麼簡單。在今年年
底前，將在有條件的商業銀行中全
面開展「雙錄」工作。目前，北京、
上海、廣州等地近兩年進行「雙錄」
試點後，效果很好，消費者在金融
消費方面的投訴大幅下降。

尚福林
中國銀監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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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關鍵是要核
準信息。2014年全國曾對貧
困人群建檔立卡，信息基本
準確。2015 年又動員 200 多
萬基層幹部繼續調研，今年
將進一步核準信息。作為扶
貧辦主任工作壓力相當大。
扶貧工作可以說是「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的難度，但肯
定要把壓力轉化為動力。

劉永富
國務院扶貧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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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審計工作將本着適應新
常態、踐行新理念的原則，堅
持兩手抓，一手抓重大違法違
紀問題，一手抓重大體制障
礙、制度性缺陷。在工作中要
做三個區分：區分主觀故意違
紀違規還是過失犯錯；要區分
是政策制度、法規不完善還是
故意違規；區分是改革探索中
出現的失誤還是以權謀私。

劉家義
審計署審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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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全民健身計劃即
將公佈。到2020年要使公
眾的體育健身意識普遍增
強，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
數大幅提高到4.35億人，
身體素質得到明顯增強，
人均體育場地達到1.8平方
米，覆蓋城鄉的比較健全
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得到
完善。

劉鵬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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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李望賢 兩會報道

張德江：「十三五」指導決勝小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江鑫嫻 兩會報

道）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次會議昨日閉幕，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主持閉幕會並發表講
話。他表示，本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審查
批准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
要。「十三五」規劃綱要描繪了未來五年國家發展
的宏偉藍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重要
指導性文件。
張德江指出，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
央的堅強領導下，全面實施「十三五」規劃綱要，
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
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
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
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本次會議審議批准了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報告，
對2016年國家各方面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並審議
通過慈善法。張德江表示，慈善法是我國慈善制度
建設的一部基礎性、綜合性法律，為弘揚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促進我國慈善事
業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要以制定實施慈
善法為契機，把我國慈善事業發展和慈善法治建設
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籲各級人大積極作為
張德江還表示，實現「十三五」發展目標任務、

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離不
開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積極作為和責任擔當，要
堅定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
統一，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積極履職盡責，
扎實開展工作，以良法促進發展、保證善治，實行

正確監督、有效監督，保證黨中央決策部署、國家
法律法規和「十三五」發展目標任務得到全面貫徹
落實。

「兩會」重
頭戲李克強總
理記者會於昨
日上午十點半
正式開場，為

搶佔近距離觀察總理風采的好位子，
許多記者凌晨三點就開始在人民大會
堂外排隊等候入場，最早到場的記者
至少要苦守八個小時。

本報記者昨日三點半趕到時，大會
堂門口已排起長龍。聽說有些記者怕
起不了床，乾脆放棄睡覺。早春的北
京，料峭春寒，一些記者蹦跳着熱
身，更有的索性圍着大會堂晨跑。常
年跑「兩會」的老記們已經習慣了這
種等候，大衣、食物、水杯一樣不
少。為打發時間，有的記者用手機電
腦看視頻、玩遊戲，有的與相熟的記
者打趣聊天、互拍照片。新上會的記
者們則默默排在隊伍中，想像着即將
與總理見面的場景。

早上七時許，等候的記者已經排出
數百米，隊伍在大會堂前的廣場上轉
了好幾道彎。有後到的記者試圖在隊
伍中找尋熟人插隊，均被執勤人員制
止，「別人都是三四點就過來的，你
們不要插隊」。

七點半，開始入場，因為等候太長
而昏昏欲睡的記者們突然間來了力
氣，背着攝像機、照相機等各種採訪
裝備飛奔，爭搶機位、搶佔椅子。一

時間，會場內的椅子上擺放了各種佔位「神
器」，書包、衣服、本子，甚至還有鑰匙包。

對此，現場工作人員見此情景，不得不開始
清場。一些後到的記者也只能感慨：要想有好
位子，還得早起。

八點二十分，大會工作組為記者們準備了茶
歇，但怕自己辛苦搶來的位子被搶，許多記者
還是忍着飢渴，堅守到整場記者會結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胡若璋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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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表決器」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請按表決器。」這是歷年
全國人大閉幕會上耳熟能詳的
一句話。16日上午，在十二屆
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閉幕會
上，共有 9項需要表決。而

「請按表決器」這句話在人民大會堂內響起27遍。
今次閉幕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主持。

他先是通報出席代表情況：各位代表，今天的全體會
議，應出席代表2,943人，出席2,859人，缺席84人，
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人數。「現在開會。」張德江宣
佈，全體會議的議程是表決各項決議草案和決定草
案。
第一項表決的是政府工作報告。工作人員宣讀決議

草案。「請按表決器。」張德江提醒代表。話音剛

落，主席台上所有人齊刷刷地按下了表決器，二樓記
者區的攝影方陣內，則響起了密集的「卡嚓」聲。
隨後，張德江看了一下左側的電子屏幕，又接連說

了兩次「請按表決器」，提請出席的代表們行使自己
的權力，是「贊成」，是「反對」，還是「棄權」。
有細心的記者還發現，即使張德江提醒了三遍，仍有
人未按表決器。「所以重要的事情要說三遍！」有人
說出了時下最流行的一句話，引得一片共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李望賢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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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夜排隊等待入場的記者們記錄下紅日初
升。 記者胡若璋 攝

■昨日，張德江主持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會
並講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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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大閉幕會表決票數一覽
內容

政府工作報告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

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
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計劃

預算案報告

慈善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最高法院工作報告

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

黃潤秋辭任人大常委會

記者 王頔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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