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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開篇作」提請審議
確立民事立法基本原則 明確人身財產權利受法律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

道）編纂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民法

典，是新中國幾代人的夙願。其中，民法

總則是民法典的開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

到統領性作用。昨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

告時指出，常委會先後三次審議民法總則

草案，並通過中國人大網三次向社會公開

徵求意見後，決定提請本次會議審議。這

意味着民法總則草案正式進入全國人大會

議的最後審議階段。有關草案確立了民事

立法基本原則，明確了民事主體的人身權

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

護。

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中國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
昨日在兩會「部長通道」接受採
訪時表示，正在深入調查研究房
屋70年產權到期後的法律問題，
並將積極提出法律安排的有關建
議，居民購買住房，財產權一定

會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
姜大明指，在法律安排作出

前，少數地方已經遇到住房土地
使用權到期問題，國土部和住建
部在去年底提出過渡性解決辦
法，即不需要提出續期申請，不
需要繳納相關費用，正常辦理交
易和登記手續。決定公佈後得到
社會積極評價。

進一步遏炒地因城施策
談及在房地產行業建立符合國

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
和長效機制時，姜大明提出三方
面的工作方向，包括進一步遏制
炒作土地的投機行為，落實地方
政府的主體責任，以及加快形成
長效機制。
姜大明表示，對於不同的地區

要因城施策，房價壓力過大的城

市，應該合理增加土地住宅用地
供應，去庫存任務重的城市，要
減少以至暫停住宅土地供應。
他指，「十三五」規劃所確定

的建設用地的增量規模，完全可
以滿足發展的需要。現在關鍵的
問題是要調整建設用地結構，合
理提高住宅用地的比例，用市場
配置來滿足多元化住房用地需
求。而對於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
則實行應保盡保。
姜大明又表示，中國目前正在

落實人地掛鈎政策，同時要求城
市政府公佈住房用地的中期規劃
和三年滾動計劃，以此來穩定居
民和企業的預期。另外，要認真
總結各地土地市場調控的經驗，
完善正進行的土地招拍掛制度，
穩定城市土地價格，同時嚴密防
範房地產風險。

國土部長談房產權到期：
正研法律保障財產權

官員有話說
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

「十三五」將增8.9萬張產床
國家衛計委主任

李斌昨日在部長通
道談及「二孩」這
個「甜蜜的煩惱」
時表示，全面二孩
政策實施後，全國
新出生人口數量明
顯增加，衛計委將
抓好總理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提出的「適應實施全面兩孩政
策、加強生育醫療保健服務」的要求，
「十三五」期間，將增加產床8.9萬張，
基本能夠滿足生育需求；由於高齡孕產婦
及複雜情況較多，將提高救治能力，依託
骨幹醫院，加強重症孕產婦和新生兒救治
中心的建設，包括建立綠色通道，加強轉
診的網絡安排等，確保母嬰安全；加強緊
缺人才的培養，在職稱評定、薪酬待遇
上，向這些緊缺的崗位傾斜。

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

貨物通關時間減三分一
海關總署署長于

廣洲昨日在人民大
會堂「部長通道」
回應記者時表示，
海關今年要打好組
合拳，把貨物通關
時 間 壓 縮 三 分 之
一，努力實現全國
通關一體化，讓企

業更便利。他強調，海關要認真落實好減
稅降費，尤其是後者，「海關將認真地清
理自己，把降費認認真真辦到位」。事業
單位經營性收費較之去年已大幅壓縮，今
年還要繼續加大力度。他說，海關作為
「看門人」將嚴厲打擊走私，特別是「洋
垃圾」和農產品走私，維護正常貿易秩
序。

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

台設施舊事故多致陸客減
國家旅遊局局長

李金早在第十二屆
全國人大五次會議
台灣省代表團分組
討論現場上表示，
除了兩岸關係複雜
嚴峻可能影響大陸
居民赴台旅遊意願
之外，台灣旅遊基

礎設施老化、事故頻發，也對大陸居民赴
台旅遊造成了負面影響。李金早表示，
2016年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人數有所減
少，台灣同胞赴大陸旅遊人數增長了
4.2%。他續指，國家旅遊局去年還針對
青少年開展「華夏文明薪火相傳」台灣大
學生赴大陸遊學活動，邀請了2,000多名
台灣青年參加。

■記者朱燁

民法典有「社會生活的百科
全書」之稱，是在採用成文法
的國家中，用以規範平等主體

之間私法關係的法典。法律界普遍認為，民法典在法
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
民法典是以條文的方式，來規範各式法律行為、身

份行為。有的民法典會酌採習慣法作為補充規範的方
式，此外也多半規定以當事人間私法自治的方式彌補
各種法規的不足。
而民法總則被認為是民法典的「靈魂」，規定了民

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和一般規定。
■資料來源：新華社及百度百科

規範私法關係
地位僅次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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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將：建軍90周年 今年或閱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

道）今年8月1日適逢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軍90周年，中國會否舉行閱兵慶典
以示紀念？全國人大代表、解放軍東
海艦隊航空兵副司令員梁旭昨日在出

席人大會議後回應本報：按照慣例，
可能會有閱兵。國產航母今年會否下
水？這位少將稱，凡是可能的都會存
在。國產航母又該如何命名？梁旭
稱，一切按照規定來。

早在2015年就有傳言稱，中國會在
今年建軍90周年之際舉行閱兵慶典。
今年年初，國防部第一場新聞例會上
也有記者就此提問，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任國強當時回應，閱兵是國家典禮
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下一次閱兵何
時舉行，尚未有可供發佈的消息。

「八一」閱兵較罕見
資料顯示，1934年8月1日，中國工

農紅軍在江西瑞金縣大埔橋紅場舉行
過規模較大的「八一」閱兵。2015年
9月3日，中國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
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除此之
外，中國閱兵活動多為紀念國慶而舉
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根據全國

政協決定，把閱兵列為國慶大典的一

項重要內容。從1949年開國大典至
2009年建國60周年，共舉行了十四次
國慶閱兵。1949 至 1959 建國 10 周
年，共舉行了11次國慶閱兵，此後連
續24年沒有舉行國慶閱兵。1984年，
根據鄧小平提議，中央決定恢復閱
兵，並於當年國慶35周年時舉行了大
型閱兵。1999年和2009年，為慶祝新
中國50和60周年華誕，展示中國的飛
速發展，中國又舉行了兩次大型國慶
閱兵。

國產航母進展順利
此外，全國人大代表、海軍裝備部

政委厲延明昨日對媒體表示，中國第
二艘航母按計劃進展順利，與第一艘
航母相比，在技術成熟度和總體性能
上都有很大提高，並體現中國造的特
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李建國昨日表示，編纂民法
典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
重大舉措。中國憲法確立了保障
公民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原
則，憲法的精神和原則必須在民
事法律中予以體現和落實。通過
編纂民法典，健全民事法律秩
序，就是要加強對民事主體合法
權益的保護，更好地維護人民群
眾的切身利益。

提高國家治理能力
李建國表示，民法作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

部分，是民事領域的基礎性、綜
合性法律，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
科全書。「它規範人身關係和財
產關係，涉及社會和經濟生活的
方方面面，同每一個民事主體都
密切相關」，李建國表示，民法
與國家其他領域的法律規範一
起，支撐着國家治理體系。通過
編纂民法典，完善民事法律規
範，就是要構建民事領域的治理
原則，提高國家治理能力。

完善民商事領域規則
在談及編纂民法典對經濟發

展的意義時，李建國指出，十
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
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

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
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
等為基本導向。中國民事立法
秉承民商合一的傳統，通過編
纂民法典，完善民商事領域的
基本規則，為民商事活動提供
基本遵循，就是要健全市場秩
序，維護交易安全，促進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李建國還指出，編纂民法典，

是以法典化方式鞏固和確認新中
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實踐
證明是正確的民事立法成果，同
時與時俱進，完善和發展中國民
事法律規範，引領經濟社會發
展，更好地平衡社會利益、調節
社會關係、規範社會行為。

張德江在工作報告中指出，編纂民法典的條件已
經具備。民法典編纂分兩步走，第一步制定民

法總則；第二步，在民法總則出台後，進行民法典各
分編的編纂工作，爭取2020年形成統一的民法典。
提交給全體人大代表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將民事
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適用性和引領性的規定寫入，就
民法基本原則、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法律行
為、民事責任和訴訟時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作出規
定。

構建民法制度基本框架
「民法總則構建了
中國民事法律制度的
基本框架，也為各分
編 的 規 定 提 供 依
據」，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在
向全體人大代表作民
法總則草案說明時表
示，民法總則草案分
為11章，包括基本原
則、自然人、法人、
非法人組織、民事權
利、民事法律行為、代理、民事責任、訴訟時效、期
間計算、附則，共210條。在起草過程中，民法總則
立足基本國情，以實踐需求確立立法重點，用實踐智
慧破解立法難點。對社會生活迫切需要規範的事項作
出創設性規定，增強法律的可執行性，並適度體現前
瞻性。在體現鮮明民族性的同時，借鑒人類法治文明
成果。

強調平等自願綠色等原則
民法總則草案，進一步明確了民事主體的人身權
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
織或個人不得侵犯，並確立了平等原則、自願原則、
公平原則、誠信原則、守法原則、綠色原則等基本原
則。「需要指出的是，將綠色原則確立為基本原則，
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
保護生態環境。」李建國說，這一原則與中國的國情
相適應。

增加保護胎兒利益條文
李建國表示，民法總則草案增加了保護胎兒利益的
規定，在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
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草案將限制民事行
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年齡下調至6周歲，以此更好地尊
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識。同時，草案完善了監護制
度，以家庭監護為基礎，社會監護為補充，國家監護
為兜底，明確了父母子女之間的撫養、贍養等義務。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在中國民事立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義，有「小民法典」之稱。李建國表示，
民法總則草案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則規定的民事基本制
度和一般性規則，同時作了補充、完善和發展。民法
通則規定的合同、所有權及其他財產權、民事責任等
具體內容，還需要在編撰民法典各分編時作進一步統
籌，系統整合。據此，民法總則草案通過後暫不廢止
民法通則。民法總則與民法通則的規定不一致的，根
據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適用民法總則的規定。

■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接受採
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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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國作民法總則草案的說
明。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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