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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
发言人张业遂就会议议程和人大有关工作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张业遂介绍，本次大会会期 7 天，22 日上午开幕，28 日下午闭
幕，共安排 3 次全体会议。 大会议程有 9 项，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等 6 个报告，审议民法典草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等，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张业遂说，根据当前疫情形势，会议期间将采取一系列必要防
控措施，并对一些安排进行调整。大会将以网络视频方式组织新闻
发布会、记者会、“代表通道”“部长通道”等采访活动。 不安排代表
团开放团组活动和集体采访，鼓励支持代表以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30 部法律待制定修改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我国将如何以法治助力提升
公共卫生管理水平？

张业遂说， 疫情发生以来，全
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迅速
行动，出台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
交易和食用的决定；审议生物安全
法草案、 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部
署启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
系的立法修法工作；还宣传解读疫
情防控法律，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中国目前有 30 多部与公
共卫生法治保障有关的法律，这
些法律在这次疫情大考中总体
经受住了考验， 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
张业遂说，下一步人大常委会的
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立法修法
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
治保障体系。

张业遂说，今明两年，人大常
委会计划制定修改法律 17 部，适
时修改法律 13 部。重点是抓紧完
善新制定的生物安全法草案，争
取年内审议通过； 抓紧修改野生
动物保护法， 争取今年下半年提
交审议； 尽早完成修改动物防疫
法；抓紧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认
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事件
应对法等法律， 有针对性地修改
完善。

中国不存在“隐性军费”问题
谈到国防预算问题， 张业遂

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 每年国防预算都由全国人大
审查批准。从 2007年起，中国每年
都向联合国提交军事开支报告。钱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不
存在什么“隐性军费”问题。

“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的国防开支，无论总量、人均

还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
是适度和克制的。 ”他说。

张业遂说， 从世界范围看，中
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多
年保持在 1.3%左右， 远低于 2.6%
的世界平均水平。与第一大军费开
支国相比，2019 年中国国防费总
量只相当于它的四分之一，人均只
相当于它的十七分之一。

民法典是人民权利的法律宝典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立法任
务。 本次大会一项重要议程就是
审议民法典草案。

“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
律。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人民权利的法律宝典。 ”张业
遂说。

张业遂说，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 我国陆续制定了多部民事单
行法律，民法制度逐步建立完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 对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规
范进行系统整合、修改编纂，适应
时代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人
民意愿， 对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服务经济高质量
发展、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

有重大的意义。
张业遂说， 我国民法典编纂

工作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制定
民法总则， 已经在 2017 年完成。
第二步是编纂各分编， 最终与民
法总则合并，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2018 年 8 月以来，人大常
委会对几个分编草案多次进行审
议和修改完善， 形成民法典草案
并提交本次大会审议。”张业遂介
绍，民法典草案共 7 编、1260 条，
7 编分别是：总则编、物权编、合
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
承编、侵权责任编。

据介绍，民法典编纂过程中，
先后 10 次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
征求意见，累计收到 42.5 万人提
出的 102 万条意见和建议。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本次大会将审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草案。

对此，张业遂说，国家
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
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
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张业遂说，香港特别行政
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

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新
的形势和需要，行使宪法赋予
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
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是完全必要的。

中方决不接受任何滥诉和索赔要求
针对美国国会一些议

员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提出
的涉华消极议案， 张业遂
说，这些议案对中国的指责
毫无事实根据，而且严重违
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我们坚决反对，将根
据议案审议情况，予以坚定
回应和反制。 ”

张业遂说，疫情发生以
来， 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
出巨大代价，中国有效控制
了疫情，维护了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本着公
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
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
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尽最
大努力开展国际抗疫合作，
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
好评。

“事实就是事实，我们
决不接受任何抹黑和攻
击。 ”他说。

张业遂说，病毒溯源是
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科学

家和医疗专家进行科学研
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
学结论。 通过转嫁责任来掩
盖自身问题， 既不负责任，
也不道德。 中方决不接受任
何滥诉和索赔要求。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
人， 战胜疫情需要科学、理
性和团结合作。我们希望在
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中，理
性战胜偏见， 良知战胜谎
言，多一些责任担当，少一
些政治操弄。 ”张业遂说。

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没有变
针对个别人鼓吹“撤回在

华投资”“产业链转移出中国”
等论调，张业遂说，当前全球
产业链格局是各种要素长期
综合作用， 各国企业共同努
力、共同选择的结果，不是哪
个国家能够随意改变的。疫情

全球大流行会对经济全球化
产生多方面复杂影响，但不至
于逆转全球化历史进程。

张业遂强调， 尽管疫情
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
但中国并不存在大规模外资
撤离的情况。 中国利用外资

的综合优势没有变， 外国投
资者持续看好中国， 在华长
期经营发展的信心没有变。

张业遂说，中国将继续坚
持多边主义，维护贸易投资自
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

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能够如期实现
2020 年，是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面对疫
情冲击，脱贫攻坚目标能否
如期实现？

张业遂说， 疫情的确给
脱贫攻坚带来新的挑战和困
难， 比如贫困劳动力外出务
工受阻， 贫困户生产经营受
损，驻村帮扶工作受限，扶贫
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延迟。

张业遂说，不久前，习近
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座谈会上对确保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进行了
全面部署， 提出了一系列克
服疫情影响的重要措施，包
括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
就业， 切实解决扶贫农畜牧
产品滞销问题， 支持扶贫产
业恢复生产， 加快扶贫项目
开工复工， 做好对因疫致贫
返贫人口的帮扶等。

“随着这些措施全面落
实，疫情造成的损失将会降到

最低。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一
定能够如期实现。 ”张业遂说。

张业遂说，中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对中国和人类减贫事业
都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 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重点
做好与脱贫攻坚有关的立
法、监督工作，同时继续发
挥好各级人大代表作用，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张

业遂表示， 中美两国拥有广
泛的共同利益。 历史充分表
明， 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俱
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张业遂说，当前中美关
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关
键在于坚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如果
美方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理性看待中国

的发展和战略意图，致力于
同中方开展建设性对话，将
有利于两国各领域及在地
区和全球问题上的互利合
作。 如果美方坚持冷战思
维， 推行遏制中国的战略，
损害中国的核心和重大利
益，结果只能是损人害己。

“中国不惹事，但也不
怕事， 将坚定不移捍卫自
身主权 、 安全和发展利

益。 ”他说。
张业遂说，目前，合作

抗疫、 恢复经济是头等大
事。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
行，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多
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坚
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
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处
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在正确
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②1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