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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掌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
十三屆全國人大設10專門委會 徐紹史劉源分任財經委正副主任

全年零重大暴恐犯罪 2017遊疆人次首超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

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四

次全體會議昨日表決通過，本屆人大

會議設立民族委員會、憲法和法律委

員會等10個專門委員會。經過此前

憲法修改，原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更

名為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港人熟知的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李飛成為首任主任委員。此外，

新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主任委員由徐

紹史擔任，備受海內外輿論關注的軍

中「反腐先鋒」劉源上將續任副主任

委員。

市長回應三亞春節塞車：
國際旅遊城市成長有煩惱

部長通道速遞
文化部部長雒樹剛：
全國文化遺產家底基本摸清

針對中國文物

保護工作，昨

日上午，文化

部部長雒樹剛

表示，全國文

化遺產家底已

基本摸清，共

登記不可移動文物76.7萬處，國有可

移動文物約1.08億件，非物質文化遺

產資源87萬項，為做好保護工作奠定

了基礎。他指出，下一步，文化部將建

立落實責任制，嚴格追究失責者，嚴厲

打擊文物犯罪活動，進一步加強依法保

護文物。

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時，雒樹剛表

示，主要體現了「見人見物見生活」的

精神。一是進行搶救式保護，記錄老工

匠、老藝人的技藝，培養青年傳承人，

以避免人亡技失的情況。二是進行生產

性保護。「我們積極地組織非物質文化

遺產要融入時代、融入生活。」雒樹剛

說。

國資委主任肖亞慶：

東北國企改革不會一蹴而就

國資委主任肖

亞慶在接受採

訪時表示，中

央高度重視東

北的國有企業

改革，出台了

很多政策措施

和一系列文件支持。他指出，改革需要

一個市場和行業的周期，有一個機構調

整的過程，因此東北國有企業改革不會

一蹴而就，「我覺得東北國有企業改革

已經取得成效，我對此充滿信心。」

肖亞慶表示，東北的國有企業在歷史上

作了很大貢獻，目前正在努力落實中央

各項政策。「東北的國有企業改革，和

其他改革一樣，都不會一蹴而就。」肖

亞慶說，改革有一個周期，市場和行業

的周期，有一個機構調整的過程。改革

絕對不是一蹴而就，是多方配合，既有

結構調整，又有產業充足，也有企業內

部激發內生動力參與市場競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 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望賢 兩會報道）
知名旅遊城市海南三亞

春節期間返程擁堵且一票難求引起廣泛關
注。全國人大代表、三亞市長阿東13日在
人民大會堂「代表通道」回應了該問題，他
表示，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國際旅遊城市，三
亞也有很多成長中的煩惱，比如旅遊產品缺
乏精品，旅遊質量還達不到國際標準，特別
是春節期間還存在一票難求、城市擁堵等問
題。未來，三亞要提升旅遊服務水平和城市
精細化管理，「讓中外遊客進得來、留得
住、不想走、還想來。」
阿東指出，未來三亞將重點引進具有國際

影響力的主題樂園、主題公園，打造業態豐
富品牌集聚、特色明顯、環境舒適的國際旅
遊消費勝地。在旅遊服務水平上，三亞將重
點在吃住行購遊娛等方面與國際規則接軌，
增開國際航線，打造國際郵輪母港，構建便
捷的「空中絲路」和「海上絲路」。同時，
三亞還將加強城市的精細化管理，發揮旅遊
警察作用，確保旅遊秩序穩定。
針對生態保護，他表示，「三亞絕不以犧

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絕不當房
地產的加工廠。」

����

與十二屆全國人大相比，本屆全國人大設
立的專門委員會，在名稱和數量上均有

不同。十三屆全國人大共設立10個專門委員
會，分別為：民族委員會、憲法和法律委員
會、監察和司法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
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委
員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農業與農村委
員會、社會建設委員會。較上一屆新增設社會
建設委員會。

料職責包括加強憲法監督和實施
在名稱上，原法律委員會更名為憲法和法律
委員會，這被認為有利加強憲法的監督和實
施。此外，沿用多年的內務司法委員會，在本
屆也更名為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分析認為這將
強化全國人大專委會的監察職能。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昨
日選舉出憲法和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
的組成人員。在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方面，今年
65歲的李飛擔任主任委員。李飛是著名法學
家，在港澳擁有較高知名度。值得一提的是，
曾參與基本法起草、在港澳辦工作多年的十二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此次
也進入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擔任委員。
財經委主任委員由徐紹史擔任。徐紹史在
2017年中卸任國家發改委主任一職，隨後擔
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他在
本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並掌舵財經委。今
年67歲的劉源上將，2015年卸任解放軍總後
勤部政委後，轉任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
任委員，並在昨日連任這一職務。
依照大會安排，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
在3月19日舉行的第七次全體會議表決新一屆
民族委員會、監察和司法委員會、教育科學文
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委員會、環
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社
會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的
人選。

梁愛詩范太：李飛經驗足 相信能勝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兩會

報道）全國人大昨日召開全體會議，
其中一項議程是表決通過由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擔任憲法和法律委員會
主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
示，李飛富有工作經驗，相信他能勝
任新崗位，亦會駕輕就熟。
在北京列席人大會議的梁愛詩指，

李飛不單做基本法委員會的工作，他
在法制工作委員會也做了多年工作，
富有經驗，相信他能勝任新崗位亦會
駕輕就熟。對於基本法委員會將於6
月換屆，被問到委員會組成會否改
變，梁愛詩強調，不要只相信人而是

要相信制度，相信基本法委員會經過
20年的工作，對基本法的研究亦積聚
了不少經驗，其制定已相當穩定。

基委會工作清晰「一國兩制」不變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也表

示，李飛有基本法委員會的經驗，對
香港事務有較多了解，日後憲法和法
律委員會若有法律工作與香港有關，
相信他會較為清楚。
范徐麗泰又指，過去幾年人大常委

會給省市可以自己立法，但是省市經
驗不足，而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就要審
議所有省市所立的法律，是否違反國

家法律和憲法，而李飛在這方面亦很
有經驗，相信由他做憲法和法律委員
會主任是適當的。
至於李飛會否繼續兼任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范徐麗泰認為可能性較低。
她強調，基本法委員會的工作已經非
常清晰，國家對香港實施「一國兩
制」是基本國策，不會改變，因此誰
做主任都不會影響對基本法的討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馬逢國則

指，今次表決的名單認受性很高，相
信人選都是經過考慮的，對有資歷、
經驗、工作能力的人選，代表們是接
受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兩會報
道）13日提請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
案提出，要改革國稅地稅徵管體制，將
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併，具
體承擔所轄區域內各項稅收、非稅收入
徵管等職責。對此，國稅總局局長王軍
在「部長通道」接受採訪時表示，稅務

機構改革方案是一項利民利稅利企利國
的好方案，稅務部門堅決擁護，完全贊
同。
王軍表示，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後，稅

務部門將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
下，在各級地方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的
支持下，努力在改革中做到事合、人
合、力合、心合，確保改革積極平穩扎
實如期落地。

稅收減法換經濟發展乘法
王軍指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共有

31處提到「稅收」，其中今年推進的稅
收改革和減稅舉措有18項，是歷年政府
工作報告中用筆墨最多的，分量很重，
力度很大。他指出，下一步，稅務部門
將積極配合做好個稅法、稅收徵管法的

修訂工作，並積極認真做好個稅徵收信
息化處理的有關準備工作和其他基礎建
設工作，讓國務院的稅改大禮包落到每
一位納稅人手上。
數據顯示，自2012年內地實施營改增

試點以來，累計減稅超過2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加上採取小微企業稅收
優惠、清理各種收費等措施，共減輕市
場主體負擔3萬多億元。「幾年來，國
家用稅收的『減法』，換來了企業效益
的『加法』，帶來了經濟發展的『乘
法』。」王軍援引權威數據印證減稅對
經濟特別是企業發展的作用。
王軍在現場展示了近五年稅收增幅

變化圖、企業所得稅增幅變化圖以及
稅收收入佔 GDP 比重變化圖。他指
出，五年來稅收收入從下降到回升，

但是距離近年來高點尚有一段距離，
而企業效益回升已超過近年來高點。對
比兩者，可清晰看到，企業效益的
「長」有一部分是國家稅收增幅的「短」
轉化而來的。
最後，王軍表示，稅務總局和各級稅

務部門正在連續第5年開展「便民辦稅
春風行動」，進一步實施改善稅收營商
環境、深化稅務系統「放管服」改革的
系列舉措，更好地解決納稅人堵點、痛
點、難點問題。他透露，從今年4月1
日起，全國範圍內承諾清單上的事項
100%實現「最多跑一次」和「全程網
上辦」；從8月1日起，全國範圍內實
現100%的辦稅服務廳一廳通辦所有稅
收業務，更好地為納稅人服好務、增強
納稅人獲得感。

王軍：稅務機構改革 利民利稅利企利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兩會報
道）新疆代表團13日下午舉行開放日活
動，逾百名境內外記者到場採訪。新疆
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在回答記
者提問時表示，經過近兩年努力，新疆
的整體形勢非常穩定，人民生活不斷向
好，去年沒有發生任何重大暴恐犯罪事
件。而在這種穩定的大局下，去年，來
新疆旅遊的境內外遊客也首次突破1億人
次，這也為新疆未來將旅遊業打造成支
柱產業奠定基礎。

雪克來提·扎克爾指出，新疆旅遊資源
豐富，歷來都是深受境內外遊客喜愛的旅
遊目的地。眾所周知，旅遊的前提是安
全，而安全的前提是社會大環境的穩定。
新疆社會和諧穩定，促使旅遊業實現巨大
突破，令去年遊客人數首次達到一億多。
未來，新疆將全力推進，將旅遊業打造成
全區支柱性產業。新疆將繼續堅持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民生建設好、做扎
實，讓人民群眾更滿意，譜寫好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新疆篇章。

在回答記者有關維穩的問題時，新疆
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朱海侖
表示，新疆在過去一年堅持把開展反分
裂鬥爭和反恐維穩鬥爭作為頭等大事來
抓，推動境內境外、疆內疆外、網上網
下「三個聯動」，堅決打好嚴打鬥爭、
群眾工作、社會防控「三場硬仗」，打
贏邊境管控的人民戰爭，用釘釘子的精
神抓好這些維穩「組合拳」措施的落
實。而經過全疆上下共同努力，目前新
疆社會大局和諧穩定，各族群眾的安全

感明顯增強，穩定的社會環境，也為新
疆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各族人民的美好生
活創造了最好的、最重要的條件和有利
保障。

反分裂鬥爭毫不放鬆
朱海侖同時指出，儘管新疆大局保持持

續穩定向好，但是也應該清醒地看到，
「三期疊加」態勢沒有根本改變，特別是
在國際反恐形勢和宗教極端思想滲透等多
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下，新疆的反恐維
穩，分裂和反分裂鬥爭依然是長期的、複
雜的、尖銳的，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對分裂和反分裂鬥爭一刻也不能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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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這是記者在「部長通道」採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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