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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消费税、契税等税种列入今年立法计划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
确任务。

乌日图说， 目前我国 18
个税种中有 6 个已实现法定，
还有 12 个需要上升为法律。
今年立法工作计划建议已将
耕地占用税、资源税、消费税、
契税等 6 个税种列入立法计

划。“我们将督促有关部门加
快立法进程，确保如期完成税
收法定的任务。 ”

他介绍，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年立法规划中财经委负责
起草和审议的法律共 33 件，
其中，17 件法律经过审议并
已经颁布实施。电子商务法和
证券法已经过人大常委会二

审， 其余 14 部法律正在抓紧
起草中。

对于市场高度关注的股
票发行注册制， 乌日图表示，
下一步将密切关注股票发行
注册制改革法律授权实施的
情况，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
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证券法修订草案。

完善和发展以宪法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回应人大立法工作热点问题

我国 5 年来立法工作进展如何？ 怎样通过立法为经济、文化、生态等改革护航？ 12 日上午，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王胜明、财经委副主任
委员乌日图、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吴恒、环资委委员吕彩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
超英、副主任许安标就“人大立法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大气污染防治监督

2018年 3月 13日 星期二

03
见习编辑 李纯 美编 张东庚晨读 2018 全国两会

5 年立法成就显著
许安标介绍， 过去 5 年

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领域一批重大的立法项目
相继出台，保障宪法实施的法
律制度不断健全，国家安全法
律制度体系基本确立，制定了
民法总则，民法典编纂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

到今年 2 月底，十二届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
25 部， 修改法律 127 件次，通
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重

大问题决定 46 次， 作出法律
解释 9件。 我国现行有效法律
总共达到了 263 部。“一个总
体的判断，就是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

与此同时，5 年来与司法
体制改革相关的法律立改废
释工作，也保证了重大改革举
措于法有据。

王超英介绍， 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着力健全相关

法律制度， 审议通过了刑法
修正案（九）以及关于修改行
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官
法等法律的决定； 作出了一
系列的授权决定和改革决
定， 为部分地区和特定领域
先行先试提供了法律依据；
密切关注改革试点的情况，
及时听取和审议有关部门就
改革工作和试点情况的工作
报告， 在试点期满后根据实
际情况修改完善法律。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吕彩霞介绍，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积极推进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 在立法数量上，
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立法规划中有 18 个立法项目
涉及环境生态保护，占到所有
立法项目的 18%以上。从立法
定位上， 特别关注人民的关

切，以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
立法宗旨。 例如，强化了环境
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
防治等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加
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回答有关垃圾跨省倾
倒问题时，吕彩霞表示，全国
人大常委会要通过立法来实

行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同时
加强宣传， 提高公民自觉性，
并以技术手段提供支撑。“此
外，我们也希望

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引
导，从资源利用的源头上解决
问题， 规范资源利用的行为，
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 ”

3 月 12 日， 全国人大环
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
上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
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工作，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持发扬
钉钉子精神，一直钉到底。

袁驷介绍，围绕大气污染
防治，全国人大主要从立法和
监督两方面开展工作。在立法
方面， 全面修订了环境保护

法，这部法是“带牙齿”的；还
修改了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
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监督方
面，环资委高度重视大气污染
防治，坚持问题导向，发扬钉
钉子精神，紧紧抓住京津冀等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问题，连续
五年通过专题调研、执法检查
和跟踪督查等多种方式，持续
不断地深入开展监督工作，推
动法律贯彻实施和修改完善。

打击个人信息泄露
法律应该亮出“利齿”了

近年来， 不断出现的个人
信息泄露事件挑战着社会底线
和法律权威。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
张智富建议， 目前个人信息保
护的立法时机已经成熟， 应加
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进
程， 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关于个
人信息保护的法制体系。

“在打击个人信息泄露这
个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情
上，咱们的法律应该亮出更锋
利的‘牙齿’了！ ”张智富建议，
在立法前应当整理现行法律、
法规、规章中与个人信息保护

相关的条文，将个人信息保护
立法体系结构由低级向高级、
由零散向系统化演进。

张智富同时还建议， 要加
大对窃取、倒卖、盗用个人信息
行为的打击力度， 畅通受理渠
道，开展综合整治，形成高压态
势， 切断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
条，确立“谁收集，谁负责”的原
则， 依法严肃追究相应的刑事
和民事法律责任。 纠正各公共
部门、单位机构等利用“霸王条
款” 强制收集使用用户信息的
行为， 有效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和滥用。

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眉
山市东坡区文广旅新局文艺创
作办公室副主任何学彬建议，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子女“带薪
陪床假”， 满足老龄化社会的
“精神刚需”。

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信

息，到 2017 年底，全国已有 8
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了
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护理假
制度。 何学彬建议，在取得成
功经验后，有必要在全国范围
推广，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一
制度红利。 （据新华社）

民生立法彰显为民底色
在文化立法方面，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
业促进法、 公共图书馆法，修
改了文物保护法和档案法，改
变了文化领域立法长期以来
较为薄弱的局面。

“新制定的这些文化领
域的法律，明确了政府主导、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

也建立健全了相应的一些管
理制度，优化了服务功能。 ”
吴恒说， 这对于深入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 丰富人民群众
精神食粮都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近来屡有发生的校园
欺凌和暴力事件，王胜明表示：
“全国人大内司委建议修改未
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在此过程中，一定会认

真研究校园欺凌相关问题，提
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

关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草案，吴恒介绍，制
定这部法律的一个原则就是
把医改过程中所取得成功
的、 受社会欢迎的好做法凝
练出来， 以法条的形式写入
法律草案， 用法律的形式加
以固定。

监察法生效后将对相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针对监察法生效以后是否

会与现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相冲突的问题，王胜明表示，深
化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政治体
制改革， 这场改革涉及检察院
的职权调整和人员转隶。 必须

依照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有
关法律， 在修改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时作出衔接性的规定。

“本次大会通过监察法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审议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刑

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也将相应
修改。这样，法律之间才能和谐
统一，才能为监察委员会、检察
院行使职权提供进一步的法律
保障。 ”王胜明说。

（据新华社）

推行子女“带薪陪床假”
给“常回家看看”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