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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回应人大立法工作热点问题

消费税等列入今年立法计划
消费税等列入今年立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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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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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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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民生立法彰显为民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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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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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回应人大立法工作热点问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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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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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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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就人大监督工作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人大监督“该亮剑就亮剑，该断腕就断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2日下午举
行记者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
中卿、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吴恒、环资委
副主任委员袁驷、内司委委员郑功成，全国
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刘修文、常委
会办公厅秘书局巡视员傅文杰就人大监督
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完善监督体制机制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5年来，始终重
视完善监督体制机制。
监督国务院有关部门落实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政策，一直是人大财
经监督工作的重点。尹中卿说，5年来全国
人大财经委主要在计划审查、预算审查、经
济运行、专项工作和执法检查5个方面开展
监督工作。
坚持依法监督、正确监督、精准监督和
有效监督——尹中卿说，让人大监督工作
“长出牙齿”，取得实效，是我们人大所有专
门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追
求，最终使人大的监督工作取得党和人民
群众满意的效果。

固废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对症”9大问题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袁
驷介绍，此次执法检查力度大，覆盖面广，
更突出问题导向，边查边改。检查重点紧
扣生活垃圾分类、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危
险废物监管、进口固体废物管理等重点难
点问题。
袁驷说，针对9大突出问题，此次执法
检查报告提出9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深入开
展法律宣传普及教育；协同推进固体废物
治理；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
行动体系；着力加强危险废物处置工作；加
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深入推进工业
固体废物治理；完善固体废物监管工作机
制；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科技支撑；加
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为强化执法监督实效，人大常委会还
开展了专题询问。袁驷说，对固废法开展
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依法行使监督职
权、推动法律全面正确有效贯彻实施、促进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
“人大监督是该
亮剑就亮剑，该断腕就断腕。
”

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的“牙齿”
越来越硬
管好人民的“钱袋子”，关键要加强
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
监 督。
2014年修改预算法、2015年建立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报告新机
制、2016年建立预算审查前听取人大代表
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机制……刘修文说，
5年来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机制不断创
新，审查监督的“牙齿”越来越硬，审查
监督实效明显提升。
如何让预算更加透明易懂？刘修文
说，由于预算专业性较强，确实存在有代
表看不懂的情况，但和往年相比已大有改
观。全国人大未来将在督促国务院及其有
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预算草案编制、改革完
善预算编制制度，进一步释疑解惑、加强
人大自身建设等方面做工作，以更好服务
好代表，让大家能一目了然地全面把握预
算全貌和重点。
（据新华社）

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公布
采价时间：2018 年 3 月 12 日 单位：元/斤
平均价格 日环比
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鲜猪肉
肋条肉
12.73
0.00%
鲜猪肉
精瘦肉
17.35 -1.42%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4.90 -0.44%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7.73
0.00%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7.50
0.00%
鸡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6.93
0.00%
带鱼
冻 250克左右 23.29
2.55%
青椒
新鲜一级
3.76
0.53%
尖椒
新鲜一级
3.97
1.79%
芹菜
新鲜一级
3.85
3.49%
油菜
新鲜一级
3.16
8.97%
圆白菜
新鲜一级
2.25
-2.60%
豆角
新鲜一级
4.99
1.84%
韭菜
新鲜一级
3.64
0.00%
西红柿
新鲜一级
3.41
4.60%
胡萝卜
新鲜一级
2.98
-1.00%
土豆
新鲜一级
2.37
-5.20%
大白菜
新鲜一级
2.23
3.72%
蒜苔
新鲜一级
5.60
-2.27%
冬瓜
新鲜一级
2.41
1.26%
苦瓜
新鲜一级
4.76
-5.74%
空心菜
新鲜一级
3.72
4.79%
地瓜叶
新鲜一级
3.05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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