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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兩會時間」「改革關鍵之年」受矚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新華社

報道，隨着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新
聞發佈會召開，中國正式進入「兩會時
間」。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
次會議和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
次會議，將分別於3月5日和3月3日在
北京開幕。

全國政協會議今日開幕
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佈會
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新聞
發言人王國慶介紹，大會將於3月3日下
午3點在人民大會堂開幕，3月13日上
午閉幕。大會的主要議程是聽取和審議
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
況的報告，審議通過政協十二屆五次會
議政治決議等決議和報告；列席十二屆

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聽取並討論政府工
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最高
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等其他有關報告，
並討論《民法總則》的草案。
兩會作為中國一年一度的政治大事，

已逐漸成為世界觀察中國治國理政理
念、經濟外交政策、社會民生關切的重
要窗口。而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
召開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
的關鍵一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
重要一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
深化之年。在這個重要歷史節點召開的
全國兩會更是備受矚目。
面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中國能否繼

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反全球
化」暗潮湧動，中國會如何堅守多邊主
義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世界媒體將

目光聚焦到中國兩會。而中國宏觀經濟
走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人民幣匯
率、股市樓市動態等也都是中外媒體關
注的熱點。
另外，在人民網開設的「2017全國兩

會調查」網頁，截至3月2日下午，參與
調查人次已經超過207萬。18個熱點問
題，從簡政放權到反腐倡廉，從社會保
障到醫療改革，每一個候選熱詞都反映
了中國民眾的關注。而其中，反腐倡
廉、社會保障及醫療改革，成為最受關
注的三個熱點。

66張「新面孔」亮相全國兩會
今年全國兩會，有89名代表委員不能

參加了。自去年兩會結束以來，他們中
有些人因違紀違法落馬身陷囹圄，有些

人因拉票賄選被取消資格，有些人因病
因故已不幸去世。不過，做「減法」的
同時，兩會也補選和增補了一批代表委
員，增添了66張「新面孔」。
人大方面，從去年3月16日十二屆全

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至今，多達74名全
國人大代表的代表資格終止，多數為本
人提出辭職，另有3人係被責令辭職，
還有4人是被罷免。截至目前，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有代表2,924人。
其中一大原因是，由遼寧選舉產生的

45名人大代表因拉票賄選當選無效（其
中6人的代表資格在去年全國兩會前就已
終止）。此外，因對選舉中發生的嚴重
拉票賄選問題失職失責，遼寧省人大常
委會原副主任李峰的人大代表職務也被
罷免。另一大群體是因（涉嫌）嚴重違

紀或違法而落馬的人大代表，數量多達
21人，其中包括15名中央或地方官員、5
名軍隊人大代表、1名國企老總。其他一
些人大代表是因工作變動、個人原因、
因病不能履行代表職責等提出了辭職。
政協方面，今年將有15名全國政協委

員無緣全國兩會。其中10人的全國政協
委員資格被撤銷。此外，期間共接受5
人請辭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包括備
受輿論關注的央視前主播葉迎春等。
今年兩會，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將

出現55張「新面孔」。最為輿論熟悉的
當屬12名省級政府一把手，包括北京的
蔡奇、天津的王東峰、重慶的張國清、
廣東的馬興瑞、內蒙古的布小林等。他
們履新後，經當地省級人大常委會補
選，成為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經濟仍為最強勁發動機
全國政協發言人王國慶透露今年擴減稅規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馬靜 兩會報

道）今天起中國進入2017年「兩會時間」。昨

日舉行的首場記者會上，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

會議新聞發言人王國慶被問及最多的是經濟問

題。王國慶表示，中國經濟具有強勁的動力和

持久的耐力。未來一年，中國經濟仍然是世界

經濟最強勁的發動機。他也指出，中國的改革

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全面深化改革的步

伐不會放緩，將會走得更加穩健。另外，2017

年減稅規模會進一步擴大。

在回答政協委員對2017年中國經濟走勢判斷問題時，
王國慶表示，中國2016年GDP增長了6.7%，增速

又重返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首，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
經達到33.2%，用一份實實在在的成績單回應中國經濟
「悲觀論」。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王國慶表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中國治國理政
的重要原則，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方法論。國內改革進入
了深水區和攻堅期，多種矛盾疊加，各種風險交匯。在這
樣的大背景下，強調「穩中求進」，「穩」是基礎，是主
基調，是在「穩」的前提下求進。「進」是目的，是大
勢。強調「穩中求進」，不是無所作為，不敢作為，而是
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要有所進取，以「進」來促
「穩」。
「今年2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32次會議
發出一個強烈信號，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是
一般的位置，而是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且要求我們『撲下
身子，狠抓落實』。因此，中國的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
完成時。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不會放緩，而是將會走
得更加穩健。」 王國慶說，「只要我們堅持穩中求進，
沉着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正像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的那
樣，擼起袖子加油幹，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一年
裡，中國經濟仍將是世界經濟最強勁的『發動機』」。

政協將調研營改增執行情況
在回應企業稅負問題時，王國慶表示，去年年底召開的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今年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
加大工作力度，營改增減稅的規模還要進一步擴大。國務院
常務會議關於收費問題也作出決定，要進一步清理和規範涉
企業的收費。雙管齊下解決企業的稅負問題，大家會看到希
望看到的結果。全國政協今年也將圍繞營改增的執行情況
開展監督性調研，要把營改增、企業減負工作往前推進。
王國慶還指出，企業稅負的高低可以從宏觀稅負和企業的
主要稅種稅率兩個維度來衡量。權威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企
業在這兩方面的稅負水平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當中都屬於中等
或偏低的。

振興東北需強有力政策支持

「中國威脅航行自由」說法屬庸人自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江鑫嫻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
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王國慶昨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僅去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53個國家的直接投
資就達到了145.3億美元，中國企業對相關61個國家新簽
的合同總額達到1,260.3億美元。
王國慶說，現在「一帶一路」的朋友圈在不斷擴大，目
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參與，有40多個國
家和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了合作協議。到目前為止，在沿
線20個國家已經建設了56個經貿合作區，打造國際產能
和裝備製造的合作平台，引導中國企業「集群式」往外
走，目前累計投資超過了180億美元，為東道國創造了超
過10億美元的稅收，還有超過16萬個就業崗位。
這位發言人表示，事實證明，「一帶一路」是一條共商
之路、共建之路、共享之路，必定會為打造共同發展、共
同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中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
創造16萬個工作崗位

王國慶答記者問要點
■中國用一份實實在在的成績單回應
了中國經濟「悲觀論」。

■中國經濟仍將是世界經濟最強勁的
「發動機」。

■中國的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
時。

■改革穩中求進，「穩」是基礎，是
主基調。「進」是目的，是大勢。

■今年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
上加大工作力度。

■構建「親」「清」政商關係「永遠
在路上」。

整理：江鑫嫻、馬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江鑫
嫻 兩會報道）振興東北是全國政協
專題協商重點議題之一。政協新聞發
言人王國慶昨日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
次會議首場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目前
關於東北振興已經形成23份高質量
調研報告。他說，振興東北需要強有
力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強有力的信心
支持，東北的地位無可替代，東北的
前途不可限量。
一年前王國慶曾在政協新聞發佈會

上表示，全國政協會對東北振興進
行深入調研。昨日發佈會上，王國
慶表示，去年兩會以後，全國政協
三位副主席帶隊，100多名委員和
有關方面的人士參加，分兵16路，
深入到東北三省的22個地市考察了
87家企業，先後召開了 57場座談
會，圍繞東北振興的重點難點問題
展開調研，廣泛聽取一線工人、企
業負責人、專家學者、有關領導的
意見。

三省經濟企穩現向好跡象
王國慶稱，在東北調研注重「解剖

麻雀」，為了摸清問題的根源，找準
癥結所在，在不少企業的調研所花時
間都在一天半以上。目前，已經形成
了23份高質量的調研報告，同時召
開了東三省工業轉型升級問題的專題
協商會。在調研報告中、專題協商會
發言中，政協委員們就深化國企改
革、做強做大優勢產業等等，提出了

很多很接地氣的良策實招。
「振興東北的任務依然很艱巨。」

王國慶說，政協一定會發揮人才薈
萃、智力密集的優勢，不斷地為東北
振興謀良策、出實招。他繼而強
調，振興東北既需要強有力的政策
支持，更需要堅定的信心支撐。現
在東北三省的經濟結構正在調整，
經濟運行企穩向好的跡象已經開始
顯現。東北的地位無可替代，東北
的前途不可限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江鑫嫻 兩會報道）中國在南海
島礁部署軍事設施被一些國家炒
作威脅其他國家航行自由。全國
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
王國慶昨日在新聞發佈會上就此
回應指出，個別域外國家炒作
「中國威脅航行自由」的說法完
全是一個「偽命題」。王國慶強
調，中國堅決維護各國依國際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已經會
同多個國家建立了合作機制，以
保證南海航道的航行安全。

王國慶表示，南海諸島是中國
的固有領土，中國在自己的國土
上建一些設施，部署一些必要的
國土防禦設施，是完全正常的。
這是國際法承認的一個主權國家
的正常權利。至於說到威脅其他
國家的航行自由，王國慶稱，中
國有一句老話說得好：「天下本
無事，庸人自擾之」。中國作為
世界上主要的貿易國和最大的南
海沿岸國，比任何國家都要重視
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個別域
外國家炒作「中國威脅航行自

由」的說法完全是一個「偽命
題」。為什麼呢？因為從二戰結
束後，中國收復了南海諸島之
後，那麼多年了，南海航行自由
從來沒聽說過有什麼問題。
王國慶重申，中國堅決維護各

國依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
由，已經會同多個國家建立了合
作機制，以保證南海航道的航行
安全。中國在南海諸島建立的燈
塔等民用設施，在保證船舶航行
安全和人道主義救援方面，還起
到了積極的作用。

今日兩會看點
下午3時

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開幕

■聽取主席俞正聲關於政協全國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工作的報告；

■聽取和審議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
議以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

整理：記者 張帥
■■在新聞發佈會上在新聞發佈會上，，一名記者使用新一名記者使用新
式設備在現場採訪報道式設備在現場採訪報道。。 中通社中通社

■■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佈會昨日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佈會昨日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圖為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圖為大會新聞發言人王
國慶在發佈會結束後和記者交流國慶在發佈會結束後和記者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有句話說得
好，腹有詩書氣自
華。」在昨日下午

的新聞發佈會上，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王
國慶談起了中央電視台的一檔節目《中國
詩詞大會》。他笑稱：我不是為節目做廣
告，這檔節目確實吸引了方方面面的人來
關注，老少咸宜，「我連續看了幾個晚
上，上二年級的小孫子也跟着看，參與唐
詩宋詞的答題。」
王國慶說，《中國詩詞大會》的走紅不

僅說明了中國詩詞浩如煙海，也體現了中
華文脈綿延相傳。「百人團裡有古稀老
人，也有學齡兒童，有工人農民，也有碩
士博士，一些外國人答題對詩毫不遜
色。」在他看來，百人團選手和觀眾，每
個人心中都有詩和遠方。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文化

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
信。』」王國慶說，人民政協也會通過
各種形式傳播先進文化，弘揚和培育民
族精神。今年，全國政協安排圍繞文化
自信，講好中華故事等課題展開調研，
還要召開專題協商會，弘揚中華民族優
秀文化，積澱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
求。

■江鑫嫻、馬靜 兩會報道

每個人心裡
都有詩和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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