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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法通過 明年實施
人大會議閉幕 栗戰書：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民企代表民企代表：：昨天靠昨天靠「「闖闖」」今天靠今天靠「「創創」」

會議經表決，通過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關於政府工作
報告的決議。決議指出，會議充分肯定國務院過去一年的

工作，同意報告提出的2019年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要求、政策取
向、目標任務和重點工作。會議號召，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
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
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着力激發市
場主體活力，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
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工作，保持經濟運行在
合理區間，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會議表決通過了外商投資法，該法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
情況與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決議；關於2018年中
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的決議；關於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的決議；關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

通過張榮順辭常委職務
此外，會議還表決通過了關於確認全國人大常委會接受張榮

順辭去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的請求的決定。
栗戰書在閉幕式上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會議審議通過
的外商投資法，是一部新時代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礎性法
律。我們要深入學習、全面貫徹，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經濟高
質量發展。

新時代對人大工作有新要求
栗戰書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做好人大工作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思想，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
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認真履行憲
法法律賦予的職責，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與重託。
栗戰書表示，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要更加
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使命，開拓進取，為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收官打下決定性基礎，以優異成績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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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閉幕會昨天表決
「兩高」工作報告，最高
法院工作報告的贊成率約
為92.44%，不僅在上午的

八項表決中再度墊底，也低於去年的表
現；而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的贊成率高於
高法四個百分點，為96.44%，創下了近年
來最好成績。對比過去十年間的表決結果
可以看出，「兩高」工作報告贊成率總體
呈上升態勢，認可度在不斷提高，不過反
對票仍然居高不下，顯示司法清明、司法

進步與人大代表的期待之間仍有
不小距離。

記者在現場
看 到 ，

2,948名代表出席人大閉幕會，代表以「贊
成2,725票，反對156票，棄權67票」，表
決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所作的工作
報告，反對票加棄權票比去年多了68票。
當工作人員報出表決結果時，現場響起不
小的噓聲；隨後，代表又以「贊成2,843
票，反對71票，棄權31票」（3人未按表
決器），表決通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
長張軍所作的工作報告，這個結果不僅創
下近十年贊成率新高，還反超最高法院4
個百分點，場上場下有人激動鼓掌。

據此可以計算，最高法院工作報告的贊
成率約為92.44%，最高檢工作報告贊成率
為 96.44%。總體來看，最近十年來「兩
高」報告的贊成率一直呈上升趨勢，特別
是對比2013年高法和高檢分獲725及606
張反對票加棄權票的「信任低谷」，如今
的進步已是可圈可點，這顯示了人大代表

對近年「兩高」積極推進司法改革、
加強自身隊伍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正
義等方面成績的充分肯定。但不可
否認，每年的人大表決，「兩高」
贊成票基本上次次墊底，難摘「反
對票王」的帽子，表明人大代表對
司法清明與司法進步有着更進一步
的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第十三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圓滿完成各項議程於昨

日閉幕。大會批准政府工作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

作報告等。大會通過外商投資法，國家主席習近平簽

署第二十六號主席令公佈這部法律。大會主席團常務

主席、執行主席栗戰書主持閉幕會並發表講話，他指

出，會議審議通過的外商投資法，是一部新時代推動

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礎性法律，要深入學習、全面貫

徹，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習近

平、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

和大會主席團成員在主席台就座。

讚彈「兩高」報告 折射司法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兩會報
道）昨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
會議第三場「代表通道」集中採訪活
動舉行，安踏集團董事局主席丁世忠
等民企掌門人不約而同指出，民營企
業過去的成長靠拚勁、闖勁、艱苦奮
鬥，未來的發展靠創新驅動、高質量
發展。

品牌有創新 消費者認同
作為從事體育產業的全國人大代表，
丁世忠坦言「做實體經濟確實不容易，
一定要有定力。」他說，和大多數的中
國實體經濟民營企業一樣，安踏一直堅

守實體經濟，以工匠精神做產品，加大
創新投入。
「去年，我們有一款籃球鞋在全球發
售，現在網上已經炒到了5,000元（人民
幣，下同）。」丁世忠說，過去大家都
認為，中國品牌只能賣低價，這種想法
是不對的。只要有足夠的創新，消費者
也會認同中國的產品。「我們遇上了這
個偉大的時代，大家要對中國品牌有信
心，對中國民營企業有信心。」

轉型非轉行 需深耕主業
亨通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崔根良

介紹，亨通集團在全球市場達到15%佔

有率，專注生產光纖和光纖網絡的建
設、投資、運營。他認為靠科技創新力
量有了殺手鐧，才能在全球市場競爭當
中不怕別人「卡脖子」。他表示，亨通
集團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國重器，靠的是
中國質量，一個企業有了這樣的「定海
神針」，在全球市場競爭中才能永立潮
頭。
談及創新，上海奧盛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長湯亮認為，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製
造業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要邁過轉
型升級這道坎兒。「轉型不是轉行，而
是對主業的深耕，如果把轉型理解為轉
行的話，什麼賺錢就去幹什麼，失敗的

例子舉不勝舉。」

雷軍倡商業航天立法
同一場合，小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

行官雷軍稱，5G在物聯網領域如智能家
居、車聯網、無人駕駛都有廣闊的前
景，而且在智慧城市、智慧醫療、智慧
農村方面也有非常好的前景。
雷軍表示，要利用民營經濟體制機制

的優勢，加快科技創新。他準備了三個
議案，其中有一個是推動商業航天立法
的議案。「航天是整個高科技的制高
點，中國是航天大國，我們要加速航天
法的立法。」他說。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
國人大二次會議昨日表決通過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這部法律將於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海外工商和法律界
人士普遍認為，外商投資法增強了投資者
信心和中國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彰顯了
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和積極努
力。
「這個消息令人振奮！」英國劍橋大學賈
奇商學院教授艾倫．巴雷爾對新華社記者
說。「這一最新消息給我們帶來非常積極的
預期。」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商學院教授漢斯．亨

得利希克表示，外商投資法展示了中國願
意進一步擴大開放的積極姿態，不僅有助
於改善中國投資環境，也關係到中國在海
外的投資，「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義」。
挪威中國商會董事會主席拉爾斯．貝格

．安德森對記者說，中國外商投資法非常
受歡迎，在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情緒
抬頭之際，這部法律提供了更多增加透明
度、促進平等機會、增強投資者信心的機
制，這將在全球層面促進貿易投資發展。
「外商投資法傳達出了明確信號：中國

歡迎外商投資，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合法利
益。」美國羅格斯大學法學院教授李繼認
為，這將有利於增強投資環境的透明度和
可預測性，有利於提升投資者信心。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傅強表

示，外商投資法具有重要意義，將為中國
進一步擴大開放提供堅實制度保障，在多
個方面有助於改善國內營商環境、簡化外
資投資管理、保障外資合法權益。

立法傳遞信號
「中國歡迎外資」

■昨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主席台就座。 新華社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外商投資法。圖為大會主
席團常務主席、執行主席栗戰書講話。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