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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各位代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已经圆满完成了各

项议程。

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关于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两个办法。会议取得的成

果，展现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征程上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进一步激发了全

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意气风发、步调一致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各位代表！

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党和国

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背景下，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这从根本上得

益于：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

立６０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多年的理论和实

践，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在党的理

论史上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人大制度理论。在新的

奋斗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这一全新

政治制度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

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宪法核心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这是宪法的核心原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宪法确立的必须长期坚持的

国家指导思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是党的一项重要领导制度。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为根本的就是确保

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确保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得以

全面实现。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

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我们

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体现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就是人民通过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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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载体作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

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

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制度载

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

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

力都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行使立法权、监

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选举和任免权，既支持

“一府一委两院”高效推进各项事业，又确保行

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

———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

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从国家快

速发展变化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

切实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

挥出来，推动人大制度和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更加

定型，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各位代表！

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各位代

表肩负党和人民重托，积极参加会议审议，负责

任地投票表决，决定重大事项；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批高质量、有分量的议案和建

议；发挥各自优势，从不同角度参与重要法律的

制定修改；深入实际调研视察，充分汇聚和反映

民意；参与执法检查，参与常委会、专委会相关

工作，全面展现了忠诚为党分忧、忠实为民履职

的高度政治自觉和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

为人民”的良好精神风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本届人大履职还有一年

时间，我们要一如既往、善始善终，保持永不放

松、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代表职务，

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成绩。

各位代表！

今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

一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中的新使命新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全面实施宪法，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依法监督 “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提升人

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

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为人民用权、为人

民履职、为人民服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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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一○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２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章 “总则”分为六条，包括第一条

至第六条。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一条： “为了健全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

和工作制度，保障和规范其行使职权，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

三、将第四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五十四

条合并，作为第二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

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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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同人民保

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为人民服

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遵循在中央的统

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

则，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

实施。”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

原则。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的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扬民

主，集体行使职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政府

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

八、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为

六节：第一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和

任期”，包括第七条至第九条；第二节 “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包括第十条至第十三

条；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举

行”，包括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五条；第四节 “地

方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选举、罢免和辞职”，包

括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二条；第五节 “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各委员会”，包括第三十三条至第

三十七条；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包括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五条。

九、将第一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七条和第六

十一条，修改为：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

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

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

设立人民政府。”

十、将第七条改为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

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

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定地方

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

务院备案。”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 “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

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协同立法。”

十一、将第八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二项修改

为：“（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预算及其执行情况

的报告，审查监督政府债务，监督本级人民政府

对国有资产的管理”。

第三项修改为：“（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

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

会保障、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项目”。

第六项修改为：“（六）选举本级监察委员会

主任、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

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八项修改为：“（八）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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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第九项修改为：“（九）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

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第十四项修改为：“（十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

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十二、将第九条改为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

项修改为：“（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

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和

项目”。

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审查和批准本

行政区域内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监督

本级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

案，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

第一款第八项修改为：“（八）听取和审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增加一项，作为第一款第九项：“（九）听取

和审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

工作报告”。

第一款第十二项改为第十三项，修改为：

“（十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

利益”。

第二款修改为：“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可以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

施。”

十三、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四条，第一款修

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

行一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

般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召开的日期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决定，并予以公布。”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遇有特殊情况，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

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决

定适当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提前或者推迟召

开会议的日期未能在当次会议上决定的，常务委

员会或者其授权的主任会议，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另行决定，并予以公

布。”

第二款改为第三款，修改为： “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认为必要，或者经

过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 “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举

行。”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 “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应当合理安排会期和

会议日程，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十五、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修改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

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

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

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可以多一

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

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主任，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

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

人数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

一，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办

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

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

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

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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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

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

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十六、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二条，第一

款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

民政府领导人员，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

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大会闭

会期间，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

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常务

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

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上一级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

十七、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五条，修改为：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

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

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县、自治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

要，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等专门

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

在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领导。

“第三十四条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

名，大会通过。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

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

员，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每届任期相同，履行职责到下届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新的专门委员会为止。

“第三十五条　各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下列工作：

“（一）审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

务委员会交付的议案；

“（二）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

委员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

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议案，组织起草

有关议案草案；

“（三）承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

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

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四）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安排，听取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题汇报，提出建

议；

“（五）对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提出建议；

“（六）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负

责有关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督促办理工作；

“（七）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八、将第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

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

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第二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

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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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由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并予以公开。”

十九、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与

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

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充分发挥

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应当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

告履职情况。”

二十、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为四节：第一节 “常务委

员会的组成和任期”，包括第四十六条至第四十

八条；第二节 “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包括第四

十九条和第五十条；第三节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

举行”，包括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五条；第四节

“常务委员会各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包括第五十

六条至第六十条。

二十一、将第二条与第四十条第一款合并，

作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

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

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

二十二、将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七条，第

三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常务委员会

辞去常务委员会的职务。”

第四款第一项、第二项分别修改为：“（一）

省、自治区、直辖市四十五人至七十五人，人口

超过八千万的省不超过九十五人；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二十九人至五十一

人，人口超过八百万的设区的市不超过六十一

人”。

第五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前款规

定，按人口多少并结合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

的需要确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

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并结合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结构的需要确定。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经确定后，在本届人民

代表大会的任期内不再变动。”

二十三、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第

二款修改为：“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

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

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

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和国务院备案。”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 “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协同

立法。”

二十四、将第四十四条改为第五十条，第四

项修改为：“（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

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

保护、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会保障、

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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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修改为：“（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

建议，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

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六）监督本行政

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

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监督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情况，审查监督政府债务”。

第六项改为第七项，修改为：“（七）监督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

院的工作，听取和审议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组织

执法检查，开展专题询问等；联系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

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增加一项，作为第八项：“（八）监督本级人

民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

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

增加一项，作为第九项：“（九）听取和审议

本级人民政府关于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的报告”。

增加一项，作为第十项：“（十）听取和审议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

第九项改为第十三项，修改为：“（十三）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

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

个别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

县长、区长和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根

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

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五项：“（十五）根据监

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任免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第十二项改为第十七项，修改为：“（十七）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

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

长、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

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

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删去第十四项。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常务委员会讨论

前款第四项规定的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和

项目，可以作出决定或者决议，也可以将有关

意见、建议送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或者单位研究

办理。有关办理情况应当及时向常务委员会报

告。”

二十五、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一条，第

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

持，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遇有特殊需要时，

可以临时召集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可以委托副

主任主持会议。”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县级以上的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的负责人，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会议。”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 “常务委员会会议

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始得举

行。”

二十六、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

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

书长组成主任会议；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组成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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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一）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

拟订会议议程草案，必要时提出调整会议议程的

建议；

“（二）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

案，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

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

“（三）决定是否将议案和决定草案、决议

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对暂不交付

表决的，提出下一步处理意见；

“（四）通过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等；

“（五）指导和协调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六）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二十七、将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六条，第二

款修改为：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任

免。”

二十八、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九条，第

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

办事机构和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 “县、自治县的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比照前款规定，在街

道设立工作机构。”

二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条： “县级

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各专

门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联系代表的工

作机制，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扩大代表对

各项工作的参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建立基层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方式，

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听取对立法、监督等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为四

节：第一节 “一般规定”，包括第六十一条至第

六十九条；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和

任期”，包括第七十条至第七十二条；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包括第七十三条至

第七十八条；第四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机构

设置”，包括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八条。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坚持

依法行政，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

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

的法治政府。”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三条： “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提高行政效能，建设服务型政

府。”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四条： “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

定，加强廉政建设，建设廉洁政府。”

三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五条： “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诚信原则，加强政务诚

信建设，建设诚信政府。”

三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六条： “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政务公开，全面推进决

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依法、及

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推进政务数据有序共

享，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三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七条： “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提高决策的质量。”

三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八条： “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接受监督，确保行政权

力依法正确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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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将第五十五条改为第六十九条，增

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三十九、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七十三条，第

五项修改为：“（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

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城乡

建设等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财政、

民政、社会保障、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

人口与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七）履行国有资

产管理职责”。

第八项改为第九项，修改为：“（九）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保障少数

民族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帮助

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宪法和法律实

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建设事业”。

四十、将第六十条改为第七十四条，第一款

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

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

的地方性法规，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定规章，

报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

四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五条： “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涉及个人、组织

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

序，进行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

查、集体讨论决定，并予以公布和备案。”

四十二、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七十六条，第

二项修改为：“（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

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和生

态环境保护、财政、民政、社会保障、公安、司

法行政、人口与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第五项修改为：“（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少数

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

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四十三、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七十九条，第

一款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

和优化协同高效以及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

作部门。”

将第三款和第四款合并，作为第三款，修改

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

委员会等工作部门和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

增加、减少或者合并，按照规定程序报请批准，

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条： “县级

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可以共同建立跨行政区

划的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加强区域合作。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的区域

合作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

四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一条： “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应对重大突发事

件的需要，可以建立跨部门指挥协调机制。”

四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六条： “街

道办事处在本辖区内办理派出它的人民政府交办

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工作，依法

履行综合管理、统筹协调、应急处置和行政执法

等职责，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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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七条：“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

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市辖区、

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开展工

作。”

四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八条：“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建立居民列席有关会议的制度。”

四十九、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改为第八十九条。

（二）在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中的 “人民法院院长”前增加 “监察委员会主

任”。

（三）将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的 “第二十二

条”修改为 “第二十七条”。

（四）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在第

一款中的 “人民法院”前增加 “监察委员会”。

（五）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三条。

（六）在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的 “本级人民

政府”后增加 “及其工作部门、监察委员会”。

（七）删去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本决定通过前，省、设区的市级新的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已经确定

的，根据本决定增加相应的名额，并依法进行选

举。

本决定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２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

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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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１９７９年７月４日公布　自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根据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

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

决议》第一次修正　根据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

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

第三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７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

第四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９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根据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第六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

和任期

　　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

举行

　　第四节　地方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选

举、罢免和辞职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委员会

　　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一节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

　　第二节　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第三节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举行

　　第四节　常务委员会各委员会和工作机构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和任期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

　　第四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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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健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制度，保障和规

范其行使职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行使职权。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

的意见和建议，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

民监督。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

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保证宪法、法律和行

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

集体行使职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政府工

作中的重大事项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和任期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

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

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

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

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

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

当有适当的代表名额。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

年。

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

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

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

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

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定地方

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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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

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

开展协同立法。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

议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

行；

（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预算及其执行情况

的报告，审查监督政府债务，监督本级人民政府

对国有资产的管理；

（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

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会保障、民族等

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项目；

（四）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组成人员；

（五）选举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

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

县长，区长、副区长；

（六）选举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

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七）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

（九）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十）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十一）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和命令；

（十二）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

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三）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

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

利和利益；

（十五）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

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第十二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

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

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和项目；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预算和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监督本级预算的执行，审查

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本级决

算；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

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

府的工作报告；

（九）听取和审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

（十）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

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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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

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二）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

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

利和利益；

（十四）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

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

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

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

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监察委员会主任、

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罢免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举行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

至少举行一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召开的日期由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并予以公布。

遇有特殊情况，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决定适当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

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的日期未能在当次会

议上决定的，常务委员会或者其授权的主任会

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

另行决定，并予以公布。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认

为必要，或者经过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以

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

的代表出席，始得举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

议，应当合理安排会期和会议日程，提高议事质

量和效率。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本次会议的主席

团和秘书长，通过本次会议的议程和其他准备事

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持。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

由上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

的时候，由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副

秘书长若干人；副秘书长的人选由主席团决定。

第十八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设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人至二人。主席、副

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任期同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

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

行政机关的职务，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

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

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主席团的安排组织代表开

展活动，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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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处理主席团的日常工

作。

第十九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

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

席为主席团的成员。

主席团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每年

选择若干关系本地区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

注的问题，有计划地安排代表听取和讨论本级人

民政府的专项工作报告，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

进行检查，开展视察、调研等活动；听取和反映

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

意见。主席团在闭会期间的工作，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报告。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

次会议，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

两个月内，由上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召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成人员和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乡级的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列

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级以上的其他有关

机关、团体负责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决定，可以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

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

会、本级人民政府，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

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

主席团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或者并

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

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

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

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

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

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

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

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

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三条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

询问，由有关机关派人说明。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

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

级人民政府和它所属各工作部门以及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

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主席

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

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

主席团会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

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席团认

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

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

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

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席团印发会议或

者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

举和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节　地方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

选举、罢免和辞职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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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长、副省长，自

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

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

长，镇长、副镇长，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

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规定联合提名。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

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

人员，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

候选人。不同选区或者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可以

酝酿、联合提出候选人。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

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

额。

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的候选人的情

况。

第二十七条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监察委员会主任，

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可

以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

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

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

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

之一，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

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

名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

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

名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

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

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

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

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第二十八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代

表对于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

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选民，也可以

弃权。

第二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

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

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

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人

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

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

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

也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

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足的名额的另

行选举可以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也

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

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时，依照本法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第三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常务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省长、副

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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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

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监察委员会主任，

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候选人数

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选

举办法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

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

人员、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

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

时候，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

提出对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

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

审议。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者大

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

意见。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

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向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

罢免案，由主席团交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

表决；或者由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

织调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

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

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大

会闭会期间，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备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上一

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

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可以向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

职。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

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

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县、自治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

要，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等专门

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

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领导。

第三十四条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

名，大会通过。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

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

员，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每届任期相同，履行职责到下届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新的专门委员会为止。

第三十五条　各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下列工作：

（一）审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

务委员会交付的议案；

（二）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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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

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议案，组织起草

有关议案草案；

（三）承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

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

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四）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安排，听取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题汇报，提出建

议；

（五）对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提出建议；

（六）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负

责有关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督促办理工作；

（七）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

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

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

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

查报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它

的常务委员会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常务

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人民代表大会下

次会议备案。

第三十七条　乡、民族乡、镇的每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行使职权至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为止。

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

期，从每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

始，到下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

止。

第三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

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

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

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向该

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四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

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执行代表职务的时候，

国家根据需要给予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

便利或者补贴。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

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

和组织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

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

和组织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办理情况，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报

告，并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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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

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

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充分

发挥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

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有

代表三人以上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

代表小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向原选区选

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

第四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

的监督；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

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

民有权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的罢免必

须由原选举单位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

由原选区以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

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由原选举单位或者

由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三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节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

　　第四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

工作。

第四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

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

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

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常务委员会辞去常务委

员会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四十五人至七十

五人，人口超过八千万的省不超过九十五人；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二十九人至五十一

人，人口超过八百万的设区的市不超过六十一

人；

（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十

五人至三十五人，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县、自治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不超过四十五人。

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前款规定，按人口多少并结

合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的需要确定。自治

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

按人口多少并结合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的需

要确定。每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的名额经确定后，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内

不再变动。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

届任期相同，它行使职权到下届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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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第四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

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

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

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

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定地方性法

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

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

需要，可以开展协同立法。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

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

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会保障、民族等

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项目；

（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审查和批

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

要、计划和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

（六）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

本级决算，监督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审查监

督政府债务；

（七）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听取和审议有关专

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开展专题询问等；

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

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八）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

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的报告；

（九）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关于年度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十）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

（十一）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十二）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和命令；

（十三）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

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

县长、副区长的个别任免；在省长、自治区主

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监察委员会主

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

担任职务的时候，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本级

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

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

（十四）根据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

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

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的任免，报

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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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根据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任免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十六）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

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

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

名，决定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

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免，根据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决

定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任免；

（十七）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

定撤销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

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

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监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十八）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

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

表。

常务委员会讨论前款第四项规定的本行政区

域内的重大事项和项目，可以作出决定或者决

议，也可以将有关意见、建议送有关地方国家机

关或者单位研究办理。有关办理情况应当及时向

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节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举行

第五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

主持，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遇有特殊需要

时，可以临时召集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可以委

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

过半数出席，始得举行。

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

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

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

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

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

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

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

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

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

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

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五十三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

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

及其工作部门、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

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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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

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

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

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

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

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

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

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五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

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一）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

订会议议程草案，必要时提出调整会议议程的建

议；

（二）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

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

员会全体会议审议；

（三）决定是否将议案和决定草案、决议草

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对暂不交付表

决的，提出下一步处理意见；

（四）通过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等；

（五）指导和协调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六）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五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

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

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

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四节　常务委员会各委员会和工作机构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五十七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

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五十八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

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

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

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五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

立办事机构和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

在地区设立工作机构。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可以在街道设立工作机构。工作机构负责联

系街道辖区内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代表开

展活动，反映代表和群众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常务委员会交办的监督、选举以及其他工

作，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

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

比照前款规定，在街道设立工作机构。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建

立健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各专门委员会、工

作机构联系代表的工作机制，支持和保障代表依

法履职，扩大代表对各项工作的参与，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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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通过建立基层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方式，密

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听取对立法、监督等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一节　一 般 规 定

　　第六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

设立人民政府。

第六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维护宪

法和法律权威，坚持依法行政，建设职能科学、

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

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第六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行政效

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六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

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加强廉政建设，建设廉洁

政府。

第六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诚

信原则，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建设诚信政府。

第六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政

务公开，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

果公开，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推进

政务数据有序共享，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第六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决策的质

量。

第六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接

受监督，确保行政权力依法正确行使。

第六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

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

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

度。

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和任期

第七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

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分别由省长、副省长，自治

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

和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

府分别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

副区长和局长、科长等组成。

乡、民族乡的人民政府设乡长、副乡长。民

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镇人民政府设镇长、副镇长。

第七十一条　新的一届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

法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

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

第七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

年。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

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

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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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

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

定、命令；

（四）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

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纲要、计划和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城乡建设等事

业和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财政、民政、社

会保障、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人口与计

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

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七）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责；

（八）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

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和利益，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

习惯的自由，帮助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自治地方

依照宪法和法律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少数民族

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十）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

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十一）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

事项。

第七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

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的市、自治

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

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定

规章，报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

依照前款规定制定规章，须经各该级政府常

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七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制定涉及个人、组织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应

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评估论证、公开征

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并予以公

布和备案。

第七十六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

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

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和生态环境保

护、财政、民政、社会保障、公安、司法行政、

人口与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

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

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和利益，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

习惯的自由；

（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

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七）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

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

长、镇长负责制。

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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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乡长、镇长分别主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

作。

第七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全体会议由本级

人民政府全体成员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

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分别由

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

市长，州长、副州长和秘书长组成。县、自治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分别由县长、副县长，市长、副市长，区长、副

区长组成。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

长、区长召集和主持本级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

务会议。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政府常务

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四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

第七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

要和优化协同高效以及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

工作部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

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

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

委员会等工作部门和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

增加、减少或者合并，按照规定程序报请批准，

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八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

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可以

共同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

加强区域合作。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的区域合

作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八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根据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需要，可以建立跨部门

指挥协调机制。

第八十二条　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

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

副职。

办公厅、办公室设主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

设副主任。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

人民政府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

第八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

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

务指导或者领导。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

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

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

第八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

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

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

第八十五条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

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

关。

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

若干区公所，作为它的派出机关。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

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

它的派出机关。

第八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在本辖区内办理派

出它的人民政府交办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

共安全等工作，依法履行综合管理、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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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和行政执法等职责，反映居民的意见和

要求。

第八十七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

帮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协助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政府和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或

者街道办事处开展工作。

第八十八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

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居民列席有关

会议的制度。

第五章　附　　则

第八十九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

治机关除行使本法规定的职权外，同时依照宪

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

自治权。

第九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实际情况，

对执行中的问题作具体规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修正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　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作关于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 （修正草案）》的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地方组织法是关于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的组

织和工作制度的基本法律，是宪法关于地方政权

建设规定的立法实施，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

关、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重要制度保

障。我国宪法第九十五条中规定：“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

定。”地方组织法于１９７９年７月由五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此后，根据形势发展

变化，于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４年

和２０１５年先后作了五次修改，推动地方政权机

关工作和建设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国家政权机关工作和建设，对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

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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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健全人大组织制

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加强地方人大及其

常委会建设”、“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健全充分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

当家作主制度体系”。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党中央召

开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落实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有

必要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地方组织法

作出修改完善，进一步健全地方政权机关的组织

和工作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

力的工作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

当家作主；推动地方人大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

工作，推动地方政府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

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

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全面提高依法履职能

力。

（一）修改地方组织法是新时代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的必

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根本的

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

效治理国家。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

地方政权机关建设和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确保各地方在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和修改

有关法律法规要明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

地位；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载入人大、政

府、法院、检察院的组织法，健全党对这些机关

实施领导的制度规定，确保其始终在党的领导下

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修

改地方组织法，明确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决策部署在地方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和

有效执行。

（二）修改地方组织法是不断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举措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

核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

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都

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

监督。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人大

和政府，更为贴近基层、贴近人民群众，应当自

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党的领导下

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实行民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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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通过法定和有序的途径、渠道、方式、程

序，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

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修改地方组织

法，明确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有利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健

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完善民主民

意表达平台和载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

现实地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三）修改地方组织法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

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和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

有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

新内容，都凸显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和重

大意义。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需

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

保障。修改地方组织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

深入贯彻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全面实

施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明确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相关责任，明确法治政

府的原则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创造

新成就。

（四）修改地方组织法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修改地方组织法，贯

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建设和工作，进一步充实完善地方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适当增加省、设区的市

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完善地方人大专

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委员会设置，明确县、自

治县人大常委会可以在街道设立工作机构，健全

地方人大组织和工作制度，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

会在地方国家政权体系中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

力机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

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

关。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向纵深发展。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各地方机构改革

任务总体完成，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修改地方

组织法，就是要深入总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宝贵经验，把各项制度创新成

果和实践中好的做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进

一步夯实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性

法律制度。这对于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保证地方各级人大、政府等

地方政权机关更好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有效组

织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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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的指导思想、遵循的

原则和工作过程

　　修改地方组织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和根本遵循，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修改后

的宪法有关规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健全和完善地方政权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制度，更

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修改工作遵循的原则：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地方政权机

关活动和建设的最高原则，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地方政权机关活动和建设

的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

考虑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

特点，充分反映地方政权机关工作、建设和基层

治理新成果新经验，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畅

通群众诉求表达和反映渠道，不断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三是充分反映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后，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有关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的新变化，总结地方实践中的好做法，更好发挥

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四是严格遵循宪法确

立的制度、原则和规定，保持地方政权机关组

织、职权和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对于现行地方

组织法中可改可不改的内容，原则上不作修改。

五是注意处理好地方组织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组织法、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预算法等相

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做好法律衔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

人大工作和建设、地方组织法修改完善工作。

２０１９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

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求，结合地方

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适当增加基层人大

代表数量的要求，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选举法作出修改，适当增加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县、自治县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数量。

２０２１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审议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

委会党组关于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有关问题的请

示和汇报。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党中央召开中央人大

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为做好地方组织法修改完善工作提供了重

要指导和根本遵循。

根据立法工作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于２０２１年初启动地方组织法的修改工作，经广

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认真研究，提出了地方组织

法修正草案。期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重要论述精神，组织开展专题研究，认真梳理近

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有关议

案、建议、提案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研究拟出

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初稿。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央有关部门、专

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修正草

案不断进行修改完善。三是将地方组织法修正草

案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全国人大各专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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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各省 （自治区、直

辖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部分高校

和研究机构征求意见。四是到部分地方进行调

研，了解地方实际情况和工作经验。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对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初次审

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修正草案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突出党对

地方政权机关工作的全面领导，明确地方政权机

关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完善地方人大和地方

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制度，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对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

普遍认为修正草案二次审议稿贯彻落实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地方

政权机关建设的新成果新经验，较好地吸收了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已经

趋于成熟，决定将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

会议审议后，先后两次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草

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

修正草案印发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组织部署全

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并征求意见。２０２２年１月

２１日，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召开会议，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代表研读讨

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地方组织法

修正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全国人大宪法法

律委认为，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会议审议、

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修改完善，地方组织法修正

草案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已经比较成

熟。据此，形成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 （修正草案）》。

三、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的

主 要 内 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修正草案）》共４８

条，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充实 “总则”一章内容

１．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明确地方人大和地方政

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增

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２．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

念，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同人

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为人

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３．根据宪法有关规定精神，明确地方人大

和地方政府在国家法治统一中的职责，增加规

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遵循在中央的统

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

则，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

实施。

４．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加规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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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

委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政府工作中的重大

事项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

（二）完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

职权等相关规定

１．适当增加省、设区的市两级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名额。目前，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名额是１９７９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的，４０多年来一

直没有修改，设区的市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

额自２００４年后也一直没有调整。地方人大常委

会在地方立法、监督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

普遍人口较多，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任务，保

证适当数量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利于优化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

性、广泛性，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提高立

法、监督等工作质量。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适当增加省、设区的市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名额。此次修改，拟将省和设区的市两级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上下限和最高限，分别

增加１０名。同时，明确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名额，按人口多少并结合常委会组成人员结

构的需要确定。

２．根据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地方人大

工作实际，完善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

作机构的设置，充实、细化常委会主任会议和专

门委员会的职责。一是，明确省、设区的市两级

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和其他需要

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二是，明确地方人大常委会

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法制工作委员

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

构；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可以比照本法有关规

定，在街道设立工作机构。三是，明确专门委员

会的任期、职责和工作，规定专门委员会每届任

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履行职责

到下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新的专门委员会为止；

向本级人大主席团或者常委会提出议案，承担本

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

查、专题询问等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听取本级

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的专题汇报，研究和督促办理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

的其他工作。四是，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地方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的职责，具体列举主任会议处理

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事项。

３．贯彻党中央有关精神，总结地方实践经

验，完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一是，细

化和补充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计划、预算决算的审查监督职能，根据

预算法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增加规定：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大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其

调整方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

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

和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监督审计

查出问题整改情况；乡镇人大监督本级预算的执

行，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

准本级决算；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审查监督政府债务。二是，强化人大对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进行监督的职能，增加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大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

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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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三是，充实细

化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责，包括听取和审议有关

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开展专题询问；

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关于年度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备案审

查工作情况报告。四是，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制度，增加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本行

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和项目，可以作出决定或者

决议，也可以将有关意见、建议送有关国家机关

或者单位研究办理。五是，适应建立健全党和国

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要求，根据有关方面意

见，删去地方人大常委会 “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

称号”的职权。

４．健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事制度。

一是，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地方人大召开

会议的实践，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会议召开

的日期由本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人大主席团决

定并予以公布；遇有特殊情况，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人大主席团可以决定适当

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

的日期未能在当次会议上决定的，常委会或者其

授权的主任会议、乡镇人大主席团，可以另行决

定并予以公布。二是，明确地方各级人大举行会

议，应当合理安排会期和会议日程，提高议事质

量和效率。三是，根据地方的实践经验，增加规

定：乡镇人大听取和审议乡镇人大主席团的工作

报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可以委

托副主任主持常委会会议。

５．根据地方人大工作实际和有关方面的意

见，修改地方国家机构正职领导人员选举有关内

容。一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多年来的实际

做法，将地方国家机构正职领导人员的候选人数

“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的规定，修改

为 “可以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二是，明确

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

在地方国家机构正职领导人员因故不能担任职务

的时候，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副职领导人员

中决定代理人选。

６．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增加规定：一是，

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

况，由常委会办事机构或者乡镇人大主席团向本

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人大报告，并予以公开。

二是，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

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

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充分发挥在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中的作用；并应当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

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三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

联系代表的工作机制，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扩大代表对各项工作的参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建立基层联系

点、代表联络站等方式，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听取对立法、监督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完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职权

等相关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

关，承担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

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和

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按照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的精神，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依法行

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实践经验，地方组织法修正

草案增加了以下规定：

１．专设一节，明确地方政府建设的原则要

求。增加规定：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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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法律权威，坚持依法行政，建设职能科

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

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二是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提高行政效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

项规定，加强廉政建设，建设廉洁政府。四是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诚信原则，加强政务诚

信建设，建设诚信政府。五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坚持政务公开，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

理、服务、结果公开，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政

府信息，推进政务数据有序共享，提高政府工作

的透明度。六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科学

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决策的质量。

七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接受监督，确保

行政权力依法正确行使。

２．根据党中央有关精神，总结地方实践经

验，完善地方政府职权和工作方面的有关规定。

一是，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

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

预算，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责。二是，补充完善

乡镇人民政府的有关职权，增加规定：乡镇人民

政府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和预算。三是，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根据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需要，可以建立跨部

门指挥协调机制。四是，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

定，明确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相互

关系，增加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

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

帮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协助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政府和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或

者街道办事处开展工作。

３．明确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程序和

要求。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

定规范性文件，应当经过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

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决定等程序，按照法

定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并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备

案。

４．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精神，明确地方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优化

协同高效以及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部

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设

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按照规定程序报请批

准，并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５．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增加规定街道办事处

的职责；明确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建立居民列席有关会议的制度。

（四）适应监察体制改革需要增加相关内容

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适

应地方 “一府一委两院”政权机关架构的需要，

增加规定：一是，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

委会监督本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二是，明确地

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选举任免、

辞职等程序；明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列席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明确对监察委员会主任

的罢免制度和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质询制

度。三是，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不得担任监察机关的职务。

（五）明确区域发展合作机制

贯彻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总结地方实践

经验和做法，增加规定：一是，省、设区的市两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

以开展协同立法。二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可以共同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协同发展工

作机制，加强区域合作；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

级人民政府的区域合作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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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六）充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

并完善相关规定

根据宪法有关规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

神，在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职责中分别增加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

交流交融”等内容，并将 “保障少数民族的权

利”修改为 “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同时，将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人大行使职权时

“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修改为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

具体措施”；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中的 “尊

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修改为 “保障少数民

族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此外，还作了一些文字表述性、法律衔接性

修改和完善，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

分节规定，并对部分条文顺序作了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修正草案）》和以上

说明，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修正草案）》

审 议 结 果 的 报 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３月７日下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了地

方组织法修正草案。代表们普遍认为，地方组织

法是关于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制度

的基本法律，是宪法关于地方政权建设规定的立

法实施，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行

使职权、履行职责的重要制度保障。修正草案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落实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吸收

地方政权建设和基层治理的新成果新经验，对于

更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人大工作，加快推动全面建设法治政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

意义。地方组织法修改过程体现了民主立法的要

求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全国人大常委会两

次进行审议，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组织全

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采取多种方式征求各方面

意见，了解地方实际情况和工作经验。修正草案

较好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已经比较成熟，建

议提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代表们也对修

正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于３月７日晚召开会议，对修正草案进行认真审

议，对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研究。根据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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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的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修正草案

共作了２３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１６处。主要

修改是：

一、有的代表提出，城乡建设是地方的一项

重要工作，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建议根据中

央有关文件和地方近年来的实践，增加规定：县

级以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 “城乡建

设”等 “重大事项和项目”；在乡镇人大职权中

“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

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后，增加 “项

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

意见。

二、有些代表提出，为进一步健全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议事制度，建议明确地方人大及其

常委会会议的临时召集、出席人数等相关要求。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作如下修改：一

是增加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团认为必要”，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遇有特殊需要时，可以临时召集

常务委员会会议”。二是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

得举行”；“常务委员会会议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

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始得举行”。

三、有的代表提出，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和地

方近年来的实践，建议明确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一般每年举行两次。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

究，建议增加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两次”。

四、修正草案第二十四条中规定，地方人大

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项目，可以将有关意

见、建议送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或者单位研究办

理。有的代表建议，明确有关办理情况应当及时

向常委会报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采纳这一意见。

五、有的代表提出，地方人大常委会召开会

议时，有关方面负责人应当列席会议，建议予以

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

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六、有的代表建议，对地方政府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

研究，建议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七、现行地方组织法规定，每届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名额经确定后，在本届人大任期内不

再变动。本次修改地方组织法，增加了省和设区

的市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考虑到此前

一些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已完成换届，按现行

法律规定的名额选举产生了常委会组成人员；有

的省、设区的市、自治州的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名额已经作出决定但尚未完成换届，为保

证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的有效实施，使有关地方

适时依法增加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建议在

本次修改地方组织法的决定中明确：“本决定通

过前，省、设区的市级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已经确定的，根据本决

定增加相应的名额，并依法进行选举。”

审议中，有些代表还对进一步完善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和工作制度提出了一些意见建

议。考虑到有的问题可以由地方按照中央精神和

法律规定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加以明确，有的问

题需要通过加强改进相关工作予以解决，有的问

题需要继续探索和深入研究，目前以不作修改为

宜。

此外，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还对修正草

案作了一些文字表述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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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

决定 （草案），建议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

各代表团审议。

修改决定草案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的决定 （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３月９日上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草案进行了

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修改决定草案在认真

研究并充分吸收代表提出意见的基础上，作了

相应的修改完善，赞成将修改决定草案提请本

次大会表决通过。同时，有些代表还提出了一

些修改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３月９日下

午召开会议，对修改决定草案进行认真审议，

对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研究。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认为，修改决定草案是可行的，同时，

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提出以下修改意

见：

有的代表提出，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

“听取和审查”本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为与实际工作

保持一致，建议将 “审查”修改为 “审议”。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对

相关表述作相应修改。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本决定的

施行时间确定为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２日。

此外，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还对修改决

定草案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修改决定草案表决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

改，建议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提请大会全体会

议表决。

修改决定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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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

选 举 问 题 的 决 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决定如下：

一、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

不超过３０００人。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

定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数和其他应选

名额数构成。

（一）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中，按照人口数分配的代表名额为２０００名，省、

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人口数计算的名额数，按约

每７０万人分配１名；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分配地区基本

名额数８名；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其他应选名额

数，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

定另行分配。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选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３６名，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２名，代表产生办

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行规定。

四、台湾省暂时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１３名，由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

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台

湾省籍同胞中选出。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依法应选的其余名额予

以保留。

五、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应选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７８名。

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少

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应占代表总名额的１２％左右。

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１名代表。

七、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

选归侨代表３５名。

八、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

女代表的比例原则上要高于上届。

九、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

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

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

比上届有所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继

续从严掌握。连任的代表应占一定比例。

十、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

２０２３年１月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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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

选举问题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　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作关于 《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草

案）》的说明。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到２０２３年３月任期届满，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于２０２３年１月选出。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需对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作出

安排。

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

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行使国家权

力，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做好全国人大代表选

举工作，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

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

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宪法、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在广泛征求

各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会议拟订了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草案）》，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进行

了审议，会议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就决定

草案的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应选代表名额

　　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选举法第十七条规

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

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

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省、自治

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

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

本名额数和其他应选名额数构成。”贯彻落实选

举法的规定，考虑到近年来我国人口数量有所增

加的实际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第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需要在把握统

筹平衡、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适当进行调整，

以更好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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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

表。为此，决定草案规定：“（一）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中，按照人口数分配的代

表名额为２０００名，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人

口数计算的名额数，按约每７０万人分配１名；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分配相同的地区基

本名额数为８名；（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应

选的其他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

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

定另行分配。”具体分配方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决定。

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中国人民

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以及

少数民族、归侨应选代表名额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

湾省应选代表名额，与十三届相同。为此，决定

草案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选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６名，澳门特别行政区应

选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２名，代表

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行规定。” “台

湾省暂时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３名，由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国人

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台湾省籍

同胞中选出。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规定。依法应选的其余名额予以保

留。”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应选代表名额。根据修改后的解放军选举办法

的规定，适应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需要，

武警部队列为军队选举单位，不再参加地方选

举。解放军代表团已更名为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有必要适当增加其代表名额。为此，

决定草案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应选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２７８名。”

为保证各少数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名

额，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在每届关

于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都明确规定少

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占代表总名额的比例。为此，

决定草案规定：“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中，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应占代表总名额的

１２％左右。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１名代表”，

与十三届相同。各少数民族应分配的具体名额

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本决定另行规定。除

上述分配给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外，各少数民族

还可以在各选举单位的选举中，被提名选举为全

国人大代表。

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在每届关

于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都明确归侨代

表名额为３５名。为此，决定草案规定：“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选归侨代表３５

名。”

三、关于代表的结构

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

现。选举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应当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

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根据这一规定

精神，为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保证全国人大代

表的广泛性，决定草案规定：“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

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

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所增加，党政领

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继续从严掌握。连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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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占一定比例。”选举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大

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

妇女代表的比例。为此，决定草案规定：“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例

原则上要高于上届。”

四、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选举时间

　　决定草案规定：“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于２０２３年１月选出。”

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是国家重要政治活动，是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战略全局出发，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

践创新，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做好全国人大代表

选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了

部署，对做好代表选举工作提出了要求。各选举

单位要深刻认识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重大意义，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深刻汲取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等地拉票贿

选案件的教训，严明换届纪律，把好人大代表

“入口关”，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要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

履行政治责任，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维护民族

团结和国家统一，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

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有较强履职能力和良

好社会形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得到群众广泛

认同的人选，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

决定草案经本次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根据本决定对代表名额进行具体分

配。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

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

题的决定 （草案）》和以上说明，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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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

问题的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３月７日下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了第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

案。代表们普遍认为，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做好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选举工作，对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加强国家

政权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决定草案根据宪

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对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作出安排，体现了依法分

配、统筹平衡、相对稳定的原则，有利于保证各

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持

续优化代表结构，保障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是切实可行的，决定草案已经比较成

熟，建议提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代表们

也对决定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于３月７日晚召开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

认真审议，对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研究。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审议中代表

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有的已在起草过程中经过

反复研究，有的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

决定予以明确，有的可以在今后有关工作中继续

深入研究。同时，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对决

定草案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决定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

各代表团审议。

决定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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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

决定 （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３月９日上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对第十四届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

稿进行了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决定草案修改

稿在认真研究并充分吸收代表提出意见的基础上，

作了相应的修改完善，赞成提请本次大会表决通

过。同时，有的代表还提出了个别修改意见。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３月９日下午召开会议，对决定

草案修改稿进行认真审议，对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

进行了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

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决定草案修

改稿是可行的，据此提出了决定草案表决稿，建

议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决定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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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持。

第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选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为３６名。

第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必须是年满十八周岁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第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选举会议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中的中国公民组成。但

本人提出不愿参加的除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的成

员。

选举会议成员名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

第六条　选举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的提名，推选１９名选举

会议成员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从其成员中推选常

务主席一人。

主席团主持选举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

主席团会议。

第七条　选举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须有过半

数成员出席。

第八条　选举会议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选举

会议，并以个人身份履行职责。

选举会议成员应出席选举会议，如有特殊原

因不能出席，应事先向主席团书面请假。

选举会议成员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索取、接

受参选人和候选人的贿赂，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

谋取其他任何利益，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以利益

影响他人在选举中对参选人和候选人所持的立

场。

第九条　选举日期由选举会议主席团确定。

第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选

举会议成员１５人以上提名。每名选举会议成员

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不得超过３６名。

选举会议成员提名他人为代表候选人，应填

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提名信》。

第十一条　年满十八周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凡有意参选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领取和填写 《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参选人登记表》。在提名截止日期以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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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参选人登记表和１５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分别

填写的候选人提名信。

选举会议成员本人参选的，需要由其他１５

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为其填写候选人提名信。

参选人在登记表中应当作出声明：拥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拥护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未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机

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的

资助。参选人须对所填事项的真实性负责。

任何人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

即丧失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资格。

第十二条　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时间由选举会

议主席团确定。

第十三条　选举会议主席团公布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和简介，并印发

给选举会议全体成员。

主席团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后，选举会议成

员可以查阅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在选举日之前，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登记表所声明内容，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

院判决有罪的参选人，经过审查核实，由主席团

决定不将其列入候选人名单或者从候选人名单中

除名。

第十四条　选举会议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应多于应选名额，进行差

额选举。

第十五条　选举会议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选举会议进行选举时，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

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代表名额的

有效，多于或者少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作废。

第十六条　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举

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

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

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

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

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

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

候选人比应选名额多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差额

比例，由主席团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

人，候选人应为二人。另行选举时，代表候选人

获得参加投票的选举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始

得当选。

第十七条　选举会议设总监票人一人、监票

人若干人，由选举会议主席团在不是代表候选人

的选举会议成员中提名，选举会议通过。总监票

人和监票人对发票、投票、计票工作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在选举日不得进行拉票活动。

选举会议举行全体会议进行投票。会场按座

区设投票箱，选举会议成员按座区分别到指定的

票箱投票。

投票时，首先由总监票人、监票人投票，然

后主席团成员和选举会议其他成员按顺序投票。

选举会议成员不得委托他人投票。

第十九条　计票完毕，总监票人向主席团报

告计票结果。选举结果由主席团予以宣布，并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

选举会议主席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前，发现

当选人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登记表所声明

内容的，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

的，应当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的同时，提出当选

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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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有罪的情况的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经审查核实后，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提出确定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的资格或者确

定代表的当选无效，并公布代表名单。

第二十条　选举会议主席团接受与选举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关的投诉，并转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处理。

第二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登

记表所声明内容的，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

判决有罪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终止其代表资格的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的意见，确定终止其代表资格，并予以公

告。

第二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出缺，由选举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未当选的

代表候选人，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递补，但是被

递补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的得票

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

告，确认递补的代表资格，公布递补的代表名

单。

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在

未当选的代表候选人中，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

代表出缺时的递补顺序，由主席团决定就票数相

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按得票多少确定递补顺

序。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 法 （草 案）》的 说 明

———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　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作关于 《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的说明。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选全

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另行规定。为此，在本届全国人大任期

届满前，需制定香港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根据有关工作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港澳基本法委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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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并征询了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的意见。

现将草案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制定选举办法的

指 导 原 则

　　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已经分别制定了第

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香港

特别行政区顺利选举产生了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２０２０年以来，根据党中央关于健全中央依照宪

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决策部

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有关决定、制定香

港国安法、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制定香

港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必须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坚

定落实 “爱国者治港”，确保选举产生的全国人

大代表都是坚定的爱国爱港人士。

二、关于选举会议的构成

前五届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

都采取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会议的形式提

名并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实践证明这一做法

是可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建议仍沿用成立选举会议的办法。２０２１

年３月，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修订了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重构了香港选举委员

会。香港选举委员会具有广泛代表性、体现社会

整体和各界利益，以香港选举委员会委员为主体

组成选举会议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

表，可以充分体现 “爱国者治港”，同时不超过

１５００人的规模也比较适当，结构更加优化。因

此，草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选举会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

员中的中国公民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为选举会议的成员。

三、关于候选人的提名人数

为了维护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严肃性，避免

提名的代表候选人过于分散，保证选举的顺利进

行，建议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的提名人数确定为１５人。因此，草案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选举会议成员１５

人以上提名”。

四、关于参选人的条件

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

人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必须效忠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得有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为

了做好与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新选举制度的有效衔

接，草案规定：任何人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

决有罪的，即丧失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

举的资格。同时，在相关条款分别作出规定，因

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由选举会议主

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决定，不将其列

入候选人名单、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名、确定代表

当选无效或者确定终止其代表资格。

五、关于选举的组织和程序

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据此，

草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草案对全国人

大常委会在主持选举中的具体职责也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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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规定，选举会议主席团是选举会议的领

导机构，香港选举会议主席团成员人数为１９名。

主席团主持选举会议，其主要职责包括：确定选

举日期；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时间；公布代表

候选人名单；提出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人选，由

选举会议通过；宣布选举结果；接受与选举代表

有关的投诉，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处理等。选举会议主席团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前，发现

当选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或者因危害国

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应当在报送选举结

果的同时，提出当选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

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情况的

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审查核实后，应当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

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确定代表当选无

效。

关于选举程序，草案延续了以往做法，规

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应多于应选名

额，进行差额选举；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代表名额的有

效，多于或少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作废；代表候选

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举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

时，始得当选。

六、关于代表的辞职、

监督机制和补选

　　关于代表的辞职，草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辞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予

以公告。

关于代表的监督机制，草案规定，当选的全

国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

的，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终止其

代表资格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的意见，确定终止其代表资格。

关于代表的补选，草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因故出缺，由选举时未

当选的代表候选人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递补，但

被递补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的得票数不得少

于选票的三分之一。

此外，草案还对参选人提交登记表并在登记

表中作出有关声明、选举会议成员的权利义务等

作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和

以上说明，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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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３月７日下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了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

案。代表们普遍认为，草案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坚定落实 “爱国者治港”，

在选举会议的构成、候选人的提名人数、参选人

的条件等方面作出必要的完善，确保选举产生的

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坚定的爱国爱港人士，符合宪

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符合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

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代表们也对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３月７日晚召开会议，对草案

进行认真审议，对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研究。

香港中联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

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

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草案作了以下修改：

草案第八条第二款规定，选举会议成员应出

席选举会议，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应事先向

主席团 “请假”；第二十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 “提出辞职”，由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予以

公告。有的代表建议参照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十

五条第一款全国人大代表应当 “书面请假”的规

定，以及选举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全国人大代表

可以 “书面提出辞职”的规定，将草案第八条中

的 “请假”修改为 “书面请假”，第二十一条中

的 “提出辞职”修改为 “书面提出辞职”。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

此外，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还对草案作

了个别文字修改。

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建议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各代

表团审议。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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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３月９日上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对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

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草案

修改稿在认真研究并充分吸收代表提出意见的

基础上，作了相应的修改完善，赞成提请本次

大会表决通过。同时，有的代表还提出了个别

修改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３月９日下午

召开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认真审议，对代

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研究。香港中联办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

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修

改稿是可行的，据此提出了草案表决稿，建议

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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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结合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持。

第三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为１２名。

第四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必须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澳门特别行政

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第五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选举会议由参加过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举会议的人员，以及不是上述人员的澳门特别

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选举委员会委员中的中国公民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中的中国公民组成。但本人

提出不愿参加的除外。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的成

员。

选举会议成员名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

第六条　选举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的提名，推选１１名选举

会议成员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从其成员中推选常

务主席一人。

主席团主持选举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

主席团会议。

第七条　选举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须有过半

数成员出席。

第八条　选举会议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选举

会议，并以个人身份履行职责。

选举会议成员应出席选举会议，如有特殊原

因不能出席，应事先向主席团书面请假。

选举会议成员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索取、接

受参选人和候选人的贿赂，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

谋取其他任何利益，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以利益

影响他人在选举中对参选人和候选人所持的立

场。

第九条　选举日期由选举会议主席团确定。

第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选

举会议成员１５人以上提名。每名选举会议成员

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不得超过１２名。

选举会议成员提名他人为代表候选人，应填

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提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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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年满十八周岁的澳门特别行政区

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凡有意参选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领取和填写 《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参选人登记表》。在提名截止日期以前，送

交参选人登记表和１５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分别

填写的候选人提名信。

选举会议成员本人参选的，需要由其他１５

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为其填写候选人提名信。

参选人在登记表中应当作出声明：拥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拥护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未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机

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的

资助。参选人须对所填事项的真实性负责。

任何人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

即丧失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资格。

第十二条　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时间由选举会

议主席团确定。

第十三条　选举会议主席团公布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和简介，并印发

给选举会议全体成员。

主席团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后，选举会议成

员可以查阅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在选举日之前，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登记表所声明内容，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

院判决有罪的参选人，经过审查核实，由主席团

决定不将其列入候选人名单或者从候选人名单中

除名。

第十四条　选举会议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应多于应选名额，进行差

额选举。

第十五条　选举会议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选举会议进行选举时，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

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代表名额的

有效，多于或者少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作废。

第十六条　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举

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

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

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

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

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

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

候选人比应选名额多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差额

比例，由主席团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

人，候选人应为二人。另行选举时，代表候选人

获得参加投票的选举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始

得当选。

第十七条　选举会议设总监票人一人、监票

人若干人，由选举会议主席团在不是代表候选人

的选举会议成员中提名，选举会议通过。总监票

人和监票人对发票、投票、计票工作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在选举日不得进行拉票活动。

选举会议举行全体会议进行投票。会场按座

区设投票箱，选举会议成员按座区分别到指定的

票箱投票。

投票时，首先由总监票人、监票人投票，然

后主席团成员和选举会议其他成员按顺序投票。

选举会议成员不得委托他人投票。

第十九条　计票完毕，总监票人向主席团报

告计票结果。选举结果由主席团予以宣布，并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

选举会议主席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２１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前，发现

当选人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登记表所声明

内容的，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

的，应当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的同时，提出当选

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

法院判决有罪的情况的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经审查核实后，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提出确定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的资格或者确

定代表的当选无效，并公布代表名单。

第二十条　选举会议主席团接受与选举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关的投诉，并转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处理。

第二十一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登

记表所声明内容的，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

判决有罪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终止其代表资格的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的意见，确定终止其代表资格，并予以公

告。

第二十三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出缺，由选举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未当选

的代表候选人，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递补，但是

被递补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的得票

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

告，确认递补的代表资格，公布递补的代表名

单。

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在

未当选的代表候选人中，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

代表出缺时的递补顺序，由主席团决定就票数相

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按得票多少确定递补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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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 法 （草 案）》的 说 明

———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　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作关于 《中华人

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的说明。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

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另行规定。为此，在本届全国人大任期

届满前，需制定澳门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根据有关工作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港澳基本法委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共同研究

起草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并征询了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的意见。

现将草案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制定选举办法的

指 导 原 则

　　澳门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已经分别制定了第

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澳门

特别行政区顺利选举产生了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制定澳门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必

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适应新形势新变

化，坚定落实 “爱国者治澳”，确保选举产生的

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坚定的爱国爱澳人士。

二、关于选举会议的构成

九届以来，澳门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对

选举会议的构成都采取在上一届选举会议成员的

基础上，加入新的全国政协委员、行政长官选举

委员会委员和立法会议员。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

行之有效的，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建议此次选

举会议的构成方式保持不变。因此，草案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

由参加过澳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的

人员，以及不是上述人员的澳门第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中的中

国公民和第七届立法会议员中的中国公民组成；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选举会议的成员。

三、关于候选人的提名人数

为了维护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严肃性，避免

提名的代表候选人过于分散，保证选举的顺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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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建议将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的提名人数确定为１５人。因此，草案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选举会议成员１５

人以上提名”。

四、关于参选人的条件

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

人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必须效忠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得有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因

此，草案规定：任何人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

决有罪的，即丧失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

举的资格。同时，在相关条款分别作出规定，因

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由选举会议主

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决定，不将其列

入候选人名单、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名、确定代表

当选无效或者确定终止其代表资格。

五、关于选举的组织和程序

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据此，

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草案对全国人

大常委会在主持选举中的具体职责也作了规定。

草案规定，选举会议主席团是选举会议的领

导机构，澳门选举会议主席团成员人数为１１名。

主席团主持选举会议，其主要职责包括：确定选

举日期；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时间；公布代表

候选人名单；提出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人选，由

选举会议通过；宣布选举结果；接受与选举代表

有关的投诉，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处理等。选举会议主席团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前，发现当

选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或者因危害国家

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应当在报送选举结果的

同时，提出当选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或者因

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情况的报告，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审查核实后，应当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确定代表当选无效。

关于选举程序，草案延续了以往做法，规

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应多于应选名

额，进行差额选举；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代表名额的有

效，多于或少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作废；代表候选

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举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

时，始得当选。

六、关于代表的辞职、

监督机制和补选

　　关于代表的辞职，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辞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予

以公告。

关于代表的监督机制，草案规定，当选的全

国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

的，或者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法院判决有罪的，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终止其

代表资格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的意见，确定终止其代表资格。

关于代表的补选，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因故出缺，由选举时未

当选的代表候选人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递补，但

被递补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的得票数不得少

于选票的三分之一。

此外，草案还对参选人提交登记表并在登记

表中作出有关声明、选举会议成员的权利义务等

作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和

以上说明，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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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３月７日下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审议了澳

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草案。代表们普遍认为，草案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坚定落实 “爱国

者治澳”，在候选人的提名人数、参选人的条件

等方面作出必要的完善，确保选举产生的全国人

大代表都是坚定的爱国爱澳人士，符合宪法和有

关法律规定，符合澳门社会的实际情况。草案已

经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时，代表们也对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于３月７日晚召开会议，对草案进

行认真审议，对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研究。

澳门中联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

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

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草案作了以下修改：

草案第八条第二款规定，选举会议成员应出

席选举会议，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应事先向

主席团 “请假”；第二十一条规定，澳门特别行

政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 “提出辞职”，由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予以

公告。有的代表建议参照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十

五条第一款全国人大代表应当 “书面请假”的规

定，以及选举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全国人大代表

可以 “书面提出辞职”的规定，将草案第八条中

的 “请假”修改为 “书面请假”，第二十一条中

的 “提出辞职”修改为 “书面提出辞职”。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

此外，根据代表们的审议意见，还对草案作

了个别文字修改。

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建议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各代

表团审议。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６１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３月９日上午，各代表团小组会议对澳门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

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草案

修改稿在认真研究并充分吸收代表提出意见的

基础上，作了相应的修改完善，赞成提请本次

大会表决通过。同时，有的代表还提出了个别

修改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３月９日下午

召开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认真审议，对代

表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研究。澳门中联办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

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修

改稿是可行的，据此提出了草案表决稿，建议

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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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

高度评价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２０２１年国家发展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充分肯定国务院的工作，同意报

告提出的２０２２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深刻认识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

展，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

全，继续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持续改善民生，踔厉奋

发、勇毅笃行、埋头苦干，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党

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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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全国上下共同努

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年主要目

标任务较好完成，“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我

国发展又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经济保持恢复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１１４万亿元，增长８．１％。全国财政收入突破２０

万亿元，增长１０．７％。城镇新增就业１２６９万

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５．１％。居民消费价

格上涨０．９％。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加快壮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

载人航天、火星探测、资源勘探、能源工程等领

域实现新突破。企业研发经费增长１５．５％。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

———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优化。粮食产

量１．３７万亿斤，创历史新高。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１８．２％，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

业较快发展，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区域发展战

略有效实施，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推出一批重大改革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新进展。市场主

体总量超过１．５亿户。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稳步推进。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

实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２１．４％，实际使用

外资保持增长。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战深入开展，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地级

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

９．１％。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长８．１％。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

和拓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社会救助等保障

力度加大。教育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新开工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５．６万个，惠及近千万家庭。

———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落实常态化防

控举措，疫苗全程接种覆盖率超过８５％，及时

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保障了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回顾过去一年，成绩得来殊为不易。我国经

济尚处在突发疫情等严重冲击后的恢复发展过程

中，国内外形势又出现很多新变化，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难度加大。我们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注重宏观政策

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针对性，推动经济

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宏观政策适应跨周期调节

需要，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支持力度，同时考虑

为今年应对困难挑战预留政策空间。建立常态化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２．８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

纳入直达范围。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有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两次全面降准，

推动降低贷款利率。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稳妥处置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强化稳

岗扩就业政策落实，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

群体就业工作，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大

宗商品保供稳价，着力解决煤炭电力供应紧张问

题。从全年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符合预期，财

政赤字率和宏观杠杆率下降，经济增速继续位居

世界前列。

二是优化和落实助企纾困政策，巩固经济恢

复基础。上亿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就业创业，

宏观政策延续疫情发生以来行之有效的支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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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做法。去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１万亿元，还对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煤电和供热企业实施阶段性

缓缴税费。实践表明，减税降费是助企纾困直接

有效的办法，实际上也是 “放水养鱼”、涵养税

源，２０１３年以来新增的涉税市场主体去年纳税

达到４．７６万亿元。加强铁路、公路、航空、海

运、港口等运输保障。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行

业企业信贷投放，继续执行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２７．３％，大型商业银行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增幅超过４０％，企业综合融资

成本稳中有降。

三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

境。加强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建设，推进要素市场

化配置等改革。继续压减涉企审批手续和办理时

限，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推广一批

地方改革经验，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加强和

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

平竞争。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支持民营

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广州期货交

易所。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社会事业、生态文明

等领域改革。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务实合作。

加大稳外贸稳外资力度，成功举办进博会、广交

会、服贸会及首届消博会等重大展会。新增４个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出海南自由贸易港

开放新举措。

四是强化创新引领，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

强国家实验室建设，推进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改

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提高间接费用比

例，扩大科研自主权。延续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

高到１００％。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开展重点产业

强链补链行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

快，新兴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五是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优化经济

布局。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出台新的支持举措，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强农业生产，

保障农资供应，对种粮农民一次性发放２００亿元

补贴。推动乡村振兴，确定１６０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

六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

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推动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持续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全面实施长江十年

禁渔。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１０亿千瓦。

出台碳达峰行动方案。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七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社会事

业。加大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建设力度，提高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３７００多万学生受

益。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超额完成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国家助

学贷款每人每年最高额度增加４０００元，惠及

５００多万在校生。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

高优抚标准。将低保边缘家庭重病重残人员纳入

低保范围，做好困难群众帮扶救助。改革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把更多常见病、慢性病等门诊费用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

到６０％。严格药品疫苗监管。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加强养老服务。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新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积极开展全民健身

运动。我国体育健儿在东京奥运会、残奥会上勇

创佳绩。经过精心筹备，我们成功举办了简约、

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也一定能办好刚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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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的冬残奥会。

八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治理创新，保持社

会和谐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

１０件，制定修订行政法规１５部。认真办理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出台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纲要。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继续开展国务院大

督查，深入实施 “互联网＋督查”。创新城乡基

层治理。扎实做好信访工作，化解信访积案。强

化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加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

建设。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集中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去年一些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等灾害，各方面积极

开展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治

“四风”，进一步为基层减负。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习近平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大会、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３０周年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部

长级会议开幕式、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亚

欧首脑会议等重大活动。成功举办多场重大主场

外交活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发展

全球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

设，推进国际抗疫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

挑战。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各位代表！

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我代表国务

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感谢！向香港特别行政

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

侨胞，表示诚挚感谢！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各国朋友，表示诚

挚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

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外部环境更

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局部疫情时

有发生。消费和投资恢复迟缓，稳出口难度增

大，能源原材料供应仍然偏紧，输入性通胀压力

加大，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

稳就业任务更加艰巨。关键领域创新支撑能力不

强。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经济金融领域

风险隐患较多。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政府工

作存在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脱

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现象屡有发生，有的在政

策执行中采取 “一刀切”、运动式做法。少数干

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有的漠视严重侵害

群众权益问题、工作严重失职失责。一些领域腐

败问题依然多发。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直面问

题挑战，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决不辜负人民期

待！

二、２０２２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要求和政策取向

　　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

年。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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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 “六

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

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

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越是困难越

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实干。我国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有利条

件，特别是亿万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

望、创业创新的巨大潜能、共克时艰的坚定意

志，我们还积累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丰富经

验。中国经济一定能顶住新的下行压力，必将行

稳致远。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５．５％左右；城镇新增就业１１００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５．５％以内；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３％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进出口保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

衡；粮食产量保持在１．３万亿斤以上；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能

耗强度目标在 “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

留有适当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

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的设定，主要考虑稳就业

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并同近两年平均经济增速

以及 “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相衔接。这是高基

数上的中高速增长，体现了主动作为，需要付出

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完成今年发展目标任务，宏观政策要稳健有

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

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

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

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

民生底线。各方面要围绕贯彻这些重大政策和要

求，细化实化具体举措，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

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增强有效性。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

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就业优先政策要提质加力。政策发力适

当靠前，及时动用储备政策工具，确保经济平稳

运行。

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加强口岸城

市疫情防控，加大对病毒变异的研究和防范力

度，加快新型疫苗和特效药物研发，持续做好疫

苗接种工作，更好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科学精

准处置局部疫情，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今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面对

新的下行压力，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稳定经济的责

任，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要统筹稳

增长、调结构、推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

搞粗放型发展。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国情，着力办好自己的事，尊重发展

规律、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因地制宜创造性开

展工作，把各方面干事创业积极性充分调动起

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善于运

用改革创新办法，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共同奋

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三、２０２２年政府工作任务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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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要求，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一）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继续做好 “六稳”、 “六保”工

作。宏观政策有空间有手段，要强化跨周期和逆

周期调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今年赤字率拟按

２．８％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调，有利于增强

财政可持续性。预计今年财政收入继续增长，加

之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

存的利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规模

比去年扩大２万亿元以上，可用财力明显增加。

新增财力要下沉基层，主要用于落实助企纾困、

稳就业保民生政策，促进消费、扩大需求。今年

安排中央本级支出增长３．９％，其中中央部门支

出继续负增长。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１．５

万亿元、规模近９．８万亿元，增长１８％、为多

年来最大增幅。中央财政将更多资金纳入直达范

围，省级财政也要加大对市县的支持，务必使基

层落实惠企利民政策更有能力、更有动力。

要用好政府投资资金，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３．６５万亿元。强

化绩效导向，坚持 “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

合理扩大使用范围，支持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开

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老

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民间投资在投资中

占大头，要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

用，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

性。

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更好节用裕民。大力

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支出，严控一般性支

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各级政府必

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要

带头。加强收支管理，严禁铺张浪费，不得违规

新建楼堂馆所，不得搞形象工程，对违反财经纪

律、肆意挥霍公款的要严查重处，一定要把宝贵

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货币政

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

更有力支持。扩大新增贷款规模，保持货币供应

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

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疏通货币

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推动金融机构降

低实际贷款利率、减少收费，让广大市场主体切

身感受到融资便利度提升、综合融资成本实实在

在下降。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拓宽就业渠道，注

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增强创业带动就业

作用。财税、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优先实

施，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的支持力度。各类专项

促就业政策要强化优化，对就业创业的不合理限

制要坚决清理取消。各地都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

大就业。

确保粮食能源安全。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供应，继续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

作，保障民生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用电。实施全

面节约战略。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快

油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开发，完善国家战略物资

储备制度，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打击哄抬物价等

行为。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

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做好

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压实地方属

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风

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设立金融稳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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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基金，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行业保障基金的作

用，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有

效应对外部冲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

（二）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加大宏观政

策实施力度。完善减负纾困等政策，夯实经济稳

定运行、质量提升的基础。

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坚持阶段性

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与退税并举。一

方面，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并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

用范围。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对

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１００万元至３００万元部

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各地也要结合实

际，依法出台税费减免等有力措施，使减税降费

力度只增不减，以稳定市场预期。另一方面，综

合考虑为企业提供现金流支持、促进就业消费投

资，大力改进因增值税税制设计类似于先缴后退

的留抵退税制度，今年对留抵税额提前实行大规

模退税。优先安排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的存量

留抵税额于６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还，增量留抵

税额足额退还。重点支持制造业，全面解决制造

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生态环保、电力燃气、交

通运输等行业留抵退税问题。增值税留抵退税力

度显著加大，以有力提振市场信心。预计全年退

税减税约２．５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１．５万亿

元，退税资金全部直达企业。中央财政将加大对

地方财力支持，补助资金直达市县，地方政府及

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资金调度，

确保退税减税这项关键性举措落实到位，为企业

雪中送炭，助企业焕发生机。

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用好普惠

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优化

监管考核，推动普惠小微贷款明显增长、信用贷

款和首贷户比重继续提升。引导金融机构准确把

握信贷政策，继续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

给予融资支持，避免出现行业性限贷、抽贷、断

贷。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作用。推进涉企

信用信息整合共享，加快税务、海关、电力等单

位与金融机构信息联通，扩大政府性融资担保对

小微企业的覆盖面，努力营造良好融资生态，进

一步推动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

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清理转供电环

节不合理加价，支持地方对特殊困难行业用电实

行阶段性优惠政策。引导大型平台企业降低收

费，减轻中小商户负担。进一步清理规范行业协

会商会、中介机构等收费。要开展涉企违规收费

专项整治行动，建立协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

坚决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要加大拖欠

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力度，规范商业承兑汇票使

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带头清欠。餐

饮、住宿、零售、文化、旅游、客运等行业就业

容量大、受疫情影响重，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以

倾斜，支持这些行业企业挺得住、过难关、有奔

头。

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延续执行降低失业和

工伤保险费率等阶段性稳就业政策。对不裁员少

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明显提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今年高校毕业生

超过１０００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政策支

持和不断线服务。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保

障，促进农民工就业，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

成员就业。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双

创平台服务能力。加强灵活就业服务，完善灵活

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学历等就

业歧视，大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加强劳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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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执法，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

问题。增强公共就业服务针对性。继续开展大规

模职业技能培训，共建共享一批公共实训基地。

使用１０００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

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让更多

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让三百六十行行行人才辈

出。

（三）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

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

设，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围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对取消

和下放审批事项要同步落实监管责任和措施。继

续扩大市场准入。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

理。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据共享，进

一步压减各类证明事项，扩大 “跨省通办”范

围，基本实现电子证照互通互认，便利企业跨区

域经营，加快解决群众关切事项的异地办理问

题。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推出优化不

动产登记、车辆检测等便民举措。强化政府监管

责任，严格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监管责

任和地方政府属地监管责任，防止监管缺位。加

快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

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提高监管

效能。抓紧完善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

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方法，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

效性。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

和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支持

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依法平等保护企业产

权、自主经营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营造各类所

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完成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任务，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促进国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支撑

和带动能力。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

施，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改革创新，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制定涉企政策要多听市

场主体意见，尊重市场规律，支持企业家专注创

业创新、安心经营发展。

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透明度。推进省以下

财政体制改革。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依法打击偷

税骗税。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深化中小银行股

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改革，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完

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机制，全面实行股票发

行注册制，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

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

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

量。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

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全

社会研发经费比重。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

方案，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国家实验室

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发挥好高校和科研院所

作用，改进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管理方式，深化

科技评价激励制度改革。支持各地加大科技投

入，开展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加强科普工作。

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支持力度，让各类

人才潜心钻研、尽展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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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

用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促进创业投资发展，创新科技金融

产品和服务，提升科技中介服务专业化水平。加

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科技型中

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从７５％提高到１００％，对企

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完善设备器具加

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这相

当于国家对企业创新给予大规模资金支持。要落

实好各类创新激励政策，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培育壮大新动能。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

运行，加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供给保障，实

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促进传统产业

升级，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集群，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着力

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在资金、人才、孵化平

台搭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进质量强国建

设，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

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５Ｇ规模化应用，促

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

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

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

场，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提高应用能力，更好赋

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五）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增强内需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力。

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能力。推动线上线

下消费深度融合，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恢复，发展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加

大社区养老、托幼等配套设施建设力度，在规

划、用地、用房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促进家政

服务业提质扩容。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发展

农村电商和快递物流配送。提高产品和服务质

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着力适应群众需求、

增强消费意愿。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和 “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重点水利工程、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

能源基地和设施，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给排水管

道等管网更新改造，完善防洪排涝设施，继续推

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

６４００亿元。政府投资更多向民生项目倾斜，加

大社会民生领域补短板力度。深化投资审批制度

改革，做好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对国家重大

项目要实行能耗单列。要优化投资结构，破解投

资难题，切实把投资关键作用发挥出来。

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深入实施区域

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支持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

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产业梯

度转移和区域合作。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

国。经济大省要充分发挥优势，增强对全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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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动作用。经济困难地区要用好国家支持政

策，挖掘自身潜力，努力促进经济恢复发展。

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加强市政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开展老旧建

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再开工改造一批城

镇老旧小区，支持加装电梯等设施，推进无障碍

环境建设和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健全常住地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强县城基础设施建设。

稳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严控撤县建市设区。在城乡规划建设中做好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节约集约用地。要深入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

（六）大力抓好农业生产，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完善和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接续推进脱贫地

区发展，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加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稳定粮食

播种面积，优化粮食结构，针对小麦晚播强化夏

粮田间管理，促进大豆和油料增产。适当提高稻

谷、小麦最低收购价。保障化肥等农资供应和价

格稳定，给种粮农民再次发放农资补贴，加大对

主产区支持力度，让农民种粮有合理收益、主产

区抓粮有内在动力。坚决守住１８亿亩耕地红线，

划足划实永久基本农田，切实遏制耕地 “非农

化”、防止 “非粮化”。加强中低产田改造，新建

１亿亩高标准农田，新建改造一批大中型灌区。

加大黑土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利用力度。支持黄

河流域发展节水农业、旱作农业。启动第三次全

国土壤普查。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加强农业科技

攻关和推广应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提升农业

气象灾害防控和动植物疫病防治能力。加强生猪

产能调控，抓好畜禽、水产、蔬菜等生产供应，

加快发展现代化设施种养业。支持棉花、甘蔗等

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各地区都有责任，粮食

调入地区更要稳定粮食生产。各方面要共同努

力，装满 “米袋子”、充实 “菜篮子”，把１４亿

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落实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支

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劳务协作、职业

技能培训，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强化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帮扶措施，做好易地搬迁后续

扶持，深化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和社会力量帮

扶，大力实施 “万企兴万村”行动，增强脱贫地

区自我发展能力。

扎实稳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开展好第二轮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整县试点。深化供

销社、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国有林区林场、农

垦等改革。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

村金融服务，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壮大县域经

济。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

貌。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强化规划引领，加强水

电路气信邮等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

村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深入开展文明村镇建

设。强化农民工工资拖欠治理，支持农民工就业

创业，一定要让广大农民有更多务工增收的渠

道。

（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外资

平稳发展。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拓

展对外经贸合作，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

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多措并举稳定外贸。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对中

小微外贸企业的覆盖面，加强出口信贷支持，优

化外汇服务，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帮助外贸企业

稳订单稳生产。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充

分发挥跨境电商作用，支持建设一批海外仓。积

极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创新发展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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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数字贸易，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加快国际物流体系建

设，助力外贸降成本、提效率。

积极利用外资。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扩大鼓励外商投

资范围，支持外资加大中高端制造、研发、现代

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东北地区投资。优化外资

促进服务，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扎实推进自

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开发区改

革创新，提高综合保税区发展水平，增设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开放的中国大市场，必将为

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稳步拓展合作新领

域。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序开展对外投

资合作，有效防范海外风险。

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形成了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要支持企业

用好优惠关税、原产地累积等规则，扩大贸易和

投资合作。推动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高标准自

贸协定。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

组织改革。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实

现共赢多赢。

（八）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处理好发展

和减排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强化大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

治理，加大重要河湖、海湾污染整治力度，持续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

理，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完善节能

节水、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等环保产业支持政策。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科学开展国土绿化，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要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更绿更美。

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

动方案。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

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

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减量替

代，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

改造。推进大型风光电基地及其配套调节性电源

规划建设，加强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升电网对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支持生物质能发

展。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建设绿

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推进钢铁、有色、石化、化

工、建材等行业节能降碳，强化交通和建筑节

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

发展。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推动能耗 “双

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转变，完善减

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发展绿色金融，加快形成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九）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

民生问题。

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

化，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

儿童就近入学，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

题。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加强乡村

教师定向培养、在职培训与待遇保障。继续做好

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办好特殊教

育、继续教育、专门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

发展。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完

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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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

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

类专业紧缺人才，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高

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机制。发展在线教育。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倡导

全社会尊师重教。我国有２．９亿在校学生，要坚

持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

事办好。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居民医保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提高

３０元和５元，推动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推进药

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确保生产供

应。强化药品疫苗质量安全监管。深化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完善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办法，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

一。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

深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逐步提高心脑血管病、

癌症等慢性病和肺结核、肝炎等传染病防治服务

保障水平，加强罕见病研究和用药保障。健全疾

病预防控制网络，促进医防协同，加强公共卫生

队伍建设，提高重大疫情监测预警、流调溯源和

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高质量

发展。规范医疗机构收费和服务，继续帮扶因疫

情遇困的医疗机构，补齐妇幼儿科、精神卫生、

老年医学等服务短板。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大中

医药振兴发展支持力度，推进中医药综合改革。

落实和完善乡村医生待遇保障与激励政策。持续

推进分级诊疗和优化就医秩序，加快建设国家、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

伸，提升基层防病治病能力，使群众就近得到更

好医疗卫生服务。

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稳步实施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确保按时足额

发放。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加快推

进工伤和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做好军人军属、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抚恤工作。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城乡养老服

务供给，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

洁、康复护理等服务，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创新发

展老年教育，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３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渠道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

负担。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和心理健康教育。提升

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加强民生兜底保障和

遇困群众救助，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

继续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

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

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

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

科学和档案等事业。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加强和

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深化网络生态治理。推进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促进基层文化设施布局优

化和资源共享，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用好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遗产，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

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促进全民健身蔚

—９２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然成风。

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促进人民安居

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

理，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会动员体系建

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发

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

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严厉打击拐卖、收买

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完善信

访制度，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法及时解决

群众合理诉求。重视社会心理服务。强化公共法

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

援能力，做好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

害、地震等防御和气象服务。严格食品全链条质

量安全监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效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强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加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

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法治中国。

各位代表！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认

识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依法行政，深化政

务公开，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接受同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

督，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加强审计监督、

统计监督。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

更好发挥作用。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

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洁政

府建设。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政府工作人员

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监察监督和人民监督，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愧于人民公仆称

号。

应对困难和挑战，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

须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凝心聚力抓发展、保民

生。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全面落实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治 “四风”特别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敷衍应付、推诿扯

皮，坚决纠治任性用权、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要

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察实情、办

实事、求实效，及时回应民生关切，坚决严肃处

理漠视群众合法权益的严重失职失责问题。要充

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尊重人民群众首

创精神，防止政策执行 “一刀切”、层层加码，

持续为基层减负。健全激励和保护机制，支持广

大干部敢担当、善作为。全国上下毕力同心、苦

干实干，就一定能创造新的发展业绩。

各位代表！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

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维护海外侨胞和归

侨侨眷合法权益，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共创

新的辉煌。

各位代表！

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新的一年，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扣牢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全面深化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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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快

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

设，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持续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国防科技创新，深入实施新

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

完成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各

级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开展

“双拥”活动，让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

各位代表！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针，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

落实 “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全力支持

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港澳防控疫情、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 “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

统一。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

部势力干涉。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

兴的光荣伟业。

各位代表！

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

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

发展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位代表！

中国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应对挑战中前进的，

中国人民有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智慧和力

量。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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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 展 计 划 的 决 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关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

查，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也必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年。我们隆重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我们召

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通过百年党史上第三个历史决

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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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政府工作报

告》和审查批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

目标纲要》、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落实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意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 “六稳”、

“六保”工作，注重宏观政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

节，有效应对多种风险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迈

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年主要目标任务较好

完成，“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我国发展又取

得新的重大成就。

（一）强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态化疫情

防控有力有序。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

全链条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保持全球疫情防

控优势地位。

一是分区分级防控举措精准高效。严格落实

人、物、环境同防措施，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

能力建设，最大限度遏制疫情通过口岸传播，及

时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多措并举抓生

产、增供应、强监测、畅物流，着力保障涉疫地

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保障了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了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

二是疫苗接种和药物研发稳步推进。全力保

障疫苗生产供应，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国累计生

产疫苗超过５０亿剂，提升疫苗对变异毒株的适

应性，分地区、分年龄段推进疫苗接种，累计报

告接种新冠疫苗２８．４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

数超过１２亿人，全程接种覆盖率超过８５％。我

国首个抗新冠病毒特效药获批上市。

三是抗疫国际合作成效突出。积极开展共享

样本、共享数据、共享应对措施等。２０２１年，

我国已向１２０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

２０亿剂疫苗，成为世界对外提供新冠肺炎疫苗

最多的国家。参与并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发展中国家迄今获得的疫苗大多数来自我

国。

（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济基本盘进

一步巩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宏观政策

跨周期调节，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加大助企纾困

力度，实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优化组合，

经济保持较好发展态势。

一是经济增速稳居主要经济体前列。初步核

算，２０２１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１４．３７万亿元，

增长８．１％，是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贡献

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升；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１．２万美元，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１２６９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平均为５．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０．９％，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年末外汇储备规模保持

在３．２万亿美元以上。

二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宏观政策

适应跨周期调节需要，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支持

力度，同时考虑为今年应对困难挑战预留政策空

间。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

必要的财政支出规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管理进一步优化，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

制，将２．８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范围，

及时为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提供财

力支持。全年新增减税降费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

１万亿元。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煤电和供热企

业实施阶段性缓缴税费。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

理适度，灵活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

政策工具，两次全面降准，流动性保持合理充

裕，广义货币供应量 （Ｍ２）余额和社会融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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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存量分别增长９％和１０．３％。加大对实体经

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企业综合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１９．９５

万亿元，比上年多增３１５０亿元，大型商业银行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幅超过４０％，企业贷款平

均利率为４．６１％，比上年下降０．１个百分点。

强化稳岗扩就业政策落实，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

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专栏１：宏观政策调节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财政政策





继续实施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

期限，推进实施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对２０２１年四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和煤电、供热企业等实施阶段性缓缴税费。

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扩大直达资金范围，资金总量达到２．８万亿元，

比上年增加１．１万亿元。

货币政策

 实施好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增加３０００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推出

碳减排支持工具和２０００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方式，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制造业、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区域协调发展

的支持力度。

就业政策
 强化稳岗扩就业政策落实，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三是粮食能源等重要资源保供稳价工作有力

有效。针对玉米、煤炭、铁矿石、铜铝锌等大宗

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及时采取供需双向调节、期

现货市场联动监管、预期引导等措施，打出保供

稳价的政策组合拳，有力促进了价格回归合理区

间。加强粮食市场调控，合理安排进口和政策性

粮食库存销售，有效保障粮食市场稳定供应。加

强期货市场监管和新棉收购引导，适时增加中央

储备棉投放，促进棉花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着力

解决煤炭电力供应紧张问题，推动煤炭增产增供

和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支持发电供热企业纾困解

难，提升煤电支撑保障能力，改革完善煤电价格

市场化形成机制，扩大市场交易价格上下浮动幅

度，加强煤炭、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等能源物

资产运需衔接和运输保障，确保民生和公共用能

需求，推进全社会节约用电。发挥跨部门协调工

作机制作用，做好化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制定

实施原材料价格上涨应对方案以及分品种保供稳

价工作方案。发挥国家储备市场调节作用，分批

投放原油成品油和铜铝锌等国家储备。

专栏２：能源保供稳价工作举措及成效

保障电煤供应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重点地区煤矿加快释放优质产能。

完善电厂最低存煤考核制度，督促地方和企业提升存煤水平。

协调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的运力需求应保尽保，协调解决铁路、公路、港口出现

的问题，对近百家低库存电厂开展点对点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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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煤炭价格

 针对进入迎峰度冬后煤炭价格非正常上涨的情况，加强期现货市场监管和预期

引导，推动郑州商品交易所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和秦皇岛港５５００大卡动力煤

现货平仓价回归合理区间。

保障火电供应





及时出台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意见，有序推动燃煤发电电量全

部进入电力市场，在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扩

大市场交易价格上下浮动幅度，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市场，全面建立电网

代理购电机制。

建立发电机组非计划停运和出力受阻核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努力实现合理用电

负荷下不限电。

保障供热取暖





在确保落实已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基础上，组织晋陕蒙煤炭企业与全国发电供

热企业补签１．５亿吨中长期合同，实现发电供热企业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

重点保障东北及北方地区采暖用煤。

落实供暖季天然气资源１７６６亿立方米，日供气量达到１２亿立方米。全国形成

储气能力２７０亿立方米以上。

　　四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推进。压实

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把握风险处置的力度和节奏，有序化解重点领域

风险。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妥善处置高负债房地产企业风险，维护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取得重要成效。对严重违法违

规的企业集团和一些地方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及时

“精准拆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

作扎实推进。

（三）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韧性持续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入实施，我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第

１２位，全产业链优势与国内外需求有效衔接。

一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首批国家

实验室组建运行，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怀柔、张江、大湾区、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引领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成渝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设。生物育种等国家产

业创新中心建设步伐加快，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优

化整合顺利完成。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

创新体系，完善推广 “揭榜挂帅”、“赛马”等机

制。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科技体制改革

三年攻坚方案、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推进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大项目。重大

创新成果丰硕，“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

星，“羲和号”探日卫星成功发射，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和天舟货运飞船完成对接，中国人首次进

入自己的空间站，自主第三代核电机组 “华龙一

号”投入商业运行，“深海一号”深水大气田成

功投产，白鹤滩水电站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

万千瓦水轮首批机组投产发电，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航空遥感系统投入使用。

二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

推进保链稳链强链，推进实施基础软件、工业母

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延续实施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政策，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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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比 例 提 高 到 １００％。企 业 研 发 经 费 增 长

１５．５％。推动原料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物

医药、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推进铁矿石、铜等产供储加销体系建设，支

持国内铁矿资源项目开发建设，战略性矿产资源

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三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振作工业经济运

行，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提升五年行动计划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

业生产稳定、效益改善带动投资持续恢复。２０２１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２７．４％，比上年提高１．１个百分点；带动制造业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１３．５％。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第二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试点顺利开展。中国品牌日活动成功举办。

四是新产业新业态茁壮成长。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建设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

增长１８．２％、１７．１％。国产商用飞机持续创新

发展，北斗产业化应用不断深化，国家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实

施 “东数西算”工程，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完善数字经济监管制度，统筹线上线下

一体化监管，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双创活动周系列活动成功举办，创业带动就业示

范行动深入实施，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进一步激

发释放。

（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国内大

循环加快畅通。着力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充分激

发国内需求潜力，消费和投资稳定恢复，供需循

环进一步畅通。

一是消费在持续恢复中稳步升级。完善消费

场所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挖掘消费潜力，全面

促进消费，居民消费持续恢复。基本消费品产销

稳定增长，升级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新能源汽

车等销量快速增长，餐饮、旅游、文化、体育、

娱乐等服务消费逐步恢复。新型消费加快培育，

线上线下消费融合持续推进。农村电商、物流覆

盖面扩大，全国建制村 “快递进村”比例超过

８０％，农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４４．０８万亿元，增长１２．５％；网上

零售额达到１３．０９万亿元，增长１４．１％，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１０．８万亿元，增长

１２％，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２４．５％。

二是投资补短板力度持续加大。中央预算内

投资注重聚焦大事、急事、难事，“十四五”规划

《纲要》１０２项重大工程项目有序实施， “两新一

重”和补短板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公共卫生、防

灾减灾、重大科技和能源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加快，１５０项重大水利工程累计开工６２项，新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达５．６万个。规范推广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模式，深入推进投融资

体制机制改革。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

托基金 （ＲＥＩＴｓ）试点，有效盘活基础设施存量

资产。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长４．９％，其

中民间投资增长７．０％，社会领域投资增长１０．７％。

三是基础设施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川藏

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沿江高铁等重大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乌东德水电站１２台机组全部建成

投产，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前期工作有序推

进。全年铁路投资完成７４８９亿元，铁路营运总

里程突破１５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突破４

万公里，“四纵四横”高铁网全面建成，“八纵八

横”高铁网正在加密形成。修订国家公路网规划

和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公路水路建设稳步

推进，建成自动化码头１０座。革命老区、沿边

抵边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加快推进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建成全球最大的５Ｇ独立组网网络。

交通低碳、智能发展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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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情况

铁路项目
 川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等路段全面开工建设，和田至若

羌铁路，重庆至昆明、福州至厦门等高铁加快建设。

公路项目

 着力推进国家高速和普通国道瓶颈路段改造和未贯通路段建设，沿边国道Ｇ２１９

西藏米林派镇至墨脱段全线贯通，川藏公路Ｇ３１８线提质改造，京新高速公路实

现全线贯通。

水运项目

 长江干线航道、北部湾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等水运项目稳步推进，引江济淮

航运工程、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工程、天津港北疆港区Ｃ段码头工程建成投

运。

机场项目

 枢纽机场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大幅提升，成都天府、青岛胶东机场建成投运，广

州、福州、重庆、西安、哈尔滨等机场改扩建工程抓紧实施。机场布局进一步完

善，荆州、芜湖宣城、菏泽、郴州、韶关、连云港等机场建成投运。

水利项目
 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云南石屏灌区和保山坝灌区、陕西引汉济渭二期、

海南琼西北供水、黄河禹门口至潼关段治理工程等开工建设。

西部陆海

新通道

 建成防城港第三进港铁路专用线、叙永至威信高速公路、钦州港３０万吨级油码

头、湛江港东海港区４０万吨级散货码头等，开工建设隆黄铁路隆昌至叙永段扩能

改造、右江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等项目。

　　四是现代流通体系加快建设。编制现代流

通、现代物流、冷链物流、粮食物流等系列重大

专项规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全年新

增国家物流枢纽２５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建设步伐加快，“通道＋枢纽＋网络”现代物流

运行体系初步形成。统筹开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和城市商业提升行动。积极推动物流降本增效，

社会物流成本水平稳中有降。

（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

代化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深入实施，脱

贫地区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取得新进展。

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确定１６０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

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力度，支持欠

发达地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加强对脱贫不稳定

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的监测帮

扶，将２４０万人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加大

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力度，开

展搬迁安置区就业协作帮扶，基本实现有劳动力

的搬迁家庭至少一人就业，脱贫劳动务工规模达

３１４５万人。推动消费帮扶提档升级，市场化帮

扶比例超过２／３。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

点帮扶，开展 “万企兴万村”行动，推动脱贫地

区种养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现代农业基础持续夯实。及时有力做好

洪涝、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应对，启动５１２处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对种粮农民

一次性发放２００亿元补贴，应对农资价格较快上

涨等影响。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确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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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绝对安全。粮食总产量达到１３６５７亿斤，实现

高位增产，玉米年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肉蛋奶

产量达到１．６亿吨，蔬菜、水果等 “菜篮子”产

品量足价稳。农业生产力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加

快推进，新建高标准农田１．０５亿亩。启动实施

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７２００万亩。开展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核心

种源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种业振兴稳步开局。推

进棉花、食糖产供储加销体系建设。

三是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农网巩

固提升工程，进一步提升农村用电质量和水平。

开展中小河流治理、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

水利薄弱环节工程建设，防汛基础设施短板进一

步补齐。加快长江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

目建设，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

目。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全国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超过７０％。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力

度加大，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

定保持在９０％以上。现有行政村全面实现村村

通宽带，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８４％。深入推进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创建一批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工作积极开展。

（六）有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区域经济布局调整优化。发挥比较优势、

突出区域特色，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

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地区经济

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一是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取得新突破，国务院印发 《关于支持北京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雄安新区进入大

规模建设阶段，落实支持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

境支撑区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和污染治

理 “４＋１”工程稳步推进实施，生态环境系统保

护修复成效明显，长江十年禁渔实现良好开局，

水生生物资源逐步恢复，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加快构建，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稳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融合有序开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入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一体化

发展体制机制不断优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构建长三角世界级

港口群形成一体化治理体系、共建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等重大任务有力推进，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印发，农业、工业、

城镇生活和尾矿库污染 “３＋１”综合治理方案扎

实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深度节水控

水、水土保持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稳步实施，在

黄河省区完成１．２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专栏４：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主要进展

京津冀协同

发展





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基本构建完成 “１＋Ｎ＋Ｘ”疏解方案和激励约

束政策体系，推动首批启动的在京部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疏解项目在雄安

新区等地落地。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加快建设启动区重点市政设施网络。

—８３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京津冀协同

发展

 加强城市群、产业群、港口群建设，加快推进 “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不断

完善区域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体系，持续加大生态联防联控联治力度，推进产

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

长江经济带

发展







狠抓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大力实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尾矿库污染治理 “４＋１”工程，新建和改造

污水管网约８５００公里，约５４００艘船舶实施受电设施改造，需要开展污染治理

的１６４１座尾矿库整治基本完成。

加快沿江高铁建设，全面推动长江干线主要港口铁路进港，１４个长江干线铁水

联运项目全部开工建设，５个建成投运。武汉青山长江大桥、湖北棋盘洲长江

公路大桥等跨江通道建成通车。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长效

机制。加快国道瓶颈路段改造及未贯通路段建设。

构建 “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 “１＋Ｎ”规划政策体系，修订完善长江经济带

发展负面清单指南。

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

城规划建设取得新进展。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主要承载地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

集中度和竞争力显著提升。

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设施联通和规则衔接不断深化，大湾区市场

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粤港澳三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合作不断加

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加快构建。

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第二批制度创新经验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实现良好开局。

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进展顺利，Ｇ６０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

积极推进，科创产业融合程度进一步深化。研究制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

道交通规划，“轨道上的长三角”、“水上长三角”加快建设。

区域一体化合作联动取得新进展。深入实施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政策

措施，皖北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研究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水安

全保障、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等专项规划。

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四水四定”原则，强化水资

源刚性约束，工农业和城镇生活用水效率不断提升。支持上中下游实施一批环

境污染治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保护修复、水土保持等领域重点工程，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上游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加快规划建设，体制机制和资源要素保障进一步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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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持续推进。执行新修

订的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优惠政策覆盖

面进一步扩大，促进４００毫米降水线西侧区域保

护发展。东北地区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推进，结构

调整与布局优化力度加大，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规划印发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任务全部完成，

河南等地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鼓

励东部地区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福建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加快建

设，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印发实施。有力推进

重点领域重点平台建设，国家级新区和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重点项目加快建

设。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

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和老工业

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国。

三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坚

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进一步完善新型

城镇化战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６４．７２％。城

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放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

盖未落户常住人口工作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技能素质持续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不

断提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１＋Ｎ”规

划体系加快形成。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工作加快推

进，１２０个县城建设示范地区带动作用有效发

挥，边境地区城镇功能持续强化，特色小镇规范

健康发展有序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加

快改革探索。

（七）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市场主体信心

和活力不断增强。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改

革推向深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更加精准地出

台改革方案，各项改革举措加快落地见效。

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继续完善。完

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出台实施要素市场化配置

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改革持续深化。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落

地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进行。招标投

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逐步健全，企业在

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化待遇进

一步消除，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深入推

进，交易平台服务行为进一步规范，交易平台区

域一体化合作扎实开展。

专栏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要进展

土地要素







制度建设：修订施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细化土地征收程序，强化村民宅基地

权益保障。

土地计划管理方式改革：落实 “增减挂钩”、“增存挂钩”、“增违挂钩”机制，精准

投放增量，加大盘活存量。全国１０个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详细评价试点

工作基本完成，全尺度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体系逐步健全。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等政

策文件体系逐步完善，有效保障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要，稳步推进建立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劳动力要素
 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全国范围内的户口迁移、开具户籍类证明 “跨省通办”，

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深入推进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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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要素







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职称制度改革重点任务总体完成，２７个职称系列改革指导意

见全部出台，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方式，上线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

实现职称评审信息跨地区在线核验。

人力资源市场：《关于推进新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

颁布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职业的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

职业教育发展：《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着力破除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服务能力

提升。

资本要素







制度建设：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推动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的证券

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落地实施。

资本市场改革：深化新三板改革，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业主阵地，有效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

金融业对外开放：持续稳妥推进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取消外资保险经纪公司

准入限制，降低外资保险中介机构准入门槛。

技术要素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对接渠道更加畅通，科创板上市

企业数量和市值进一步提高。

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部署的１４３项任务全面完成，实行

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深化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事业

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

数据要素  制度建设：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

　　二是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深入实

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

化和结构调整，国有经济进一步聚焦战略安全、

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国有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近１００户试点

企业完成主体改革任务。持续为民营企业改革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２０多部涉产权法律法规立改

废，５８４７件涉产权规章规范性文件被清理。民

营企业进入油气进出口、铁路、核电等领域，首

条民间资本控股的杭绍台高铁建成通车。总结８

个地方７２条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典型做法

并向全国推广，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

挥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作用，加强信用信息共

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

三是全国范围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放管服”

改革取得新进展。深入实施 《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营商环境评价扎实开展，开展营商环境创

新试点。出台实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统一

市场主体登记制度。规范涉企收费。投资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投资管理法规制度体系基

本形成，进一步压减涉企审批手续和办理时限，

更多事项实现 “一网通办”。强化反垄断和反不

正当竞争执法，加大对平台企业监管力度。全年

新设市场主体２８８７．２万户，市场主体总数超过

１．５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１．０３亿户，市场

主体活跃度保持在７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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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６：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以评促改主要进展

评价体系

 构建了一套符合国情、标准统一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紧扣市场主体和社

会公众满意度，紧扣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要求，紧扣投资吸引

力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聚焦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反映投资吸引力、体现监管

与服务三个维度，从企业全生命周期视角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视角，构建包含１８

个一级指标和８７个二级指标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方法

 建立了一套科学客观、多方参与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方法。围绕对中小企业和

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投资及商业监管领域，量化考察参评城市鼓励支持

或者影响限制中小企业投资及商业活动的监管规则、政务服务，通过问卷调查、

电话核验、企业调研、大厅暗访、大数据智能分析等方式，深入查找短板不足，

及时发现典型经验做法并加以推广。

改革举措









推出了一批行之有效、群众满意的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

总结经验和做法，把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推动政策性创新取得的改

革成果，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定下来。

系统梳理北京、上海在参与营商环境评价中形成的成熟改革举措，提炼出３６项

重点改革举措，已在全国复制推广借鉴。

连续两年发布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全面展示各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举措

和典型案例，带动全国范围对标先进。

制度体系

 形成了以国家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基础、地方和部门法规政策为补充的优

化营商环境 “１＋Ｎ”法规政策体系。２８个省 （区、市）已制定优化营商环境地

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出台、迭代升级相关配套政策文件，

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和制度支撑。

　　四是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稳步

推进。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

意见，印花税法正式公布。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

合并顺利实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广州期货

交易所，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规范发展。创新抽水

蓄能价格机制，出台新能源平价上网政策，优化

峰谷分时电价机制，创新天然气管道运价机制，

完善城镇供水价格政策，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

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逐步建立。电力体制改

革多点并进，启动第二批电力现货交易试点，配

售电竞争性业务有序放开，绿电交易试点正式启

动。油气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建立起以国家石油

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为纽带的油气生产运行

新机制，调峰和应急保供能力进一步增强。

（八）多措并举稳定外贸外资，对外开放范

围、领域和层次持续拓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

作，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全年货物进出口总

额达３９．１万亿元，增长２１．４％，实际使用外商

直接投资金额１７３５亿美元，增长２０．２％，对外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１１３６亿美元，增长３．２％。

一是稳外贸稳外资举措成效明显。加快发展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外贸进出口质量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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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投洽会

等重大展会成功举办。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

点范围，布局建设一批海港陆港海外仓。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稳步推进。深入落实外

商投资法，制定发布２０２１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

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分别缩

减至３１条、２７条。中国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建设发展再上新台阶。稳妥有序推进资

本项目开放，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进一步完善。

健全全口径外债管理，持续优化外债结构，开展

中长期外债监督检查和风险排查试点，防范企业

外债风险。着力引导企业外债资金用于落实国家

重大战略、促进重点领域发展。

二是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

展。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我国已与１４５个国家、３２

个国际组织签署２００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统筹推进境外项目疫情防控和生产建设，

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中老铁路建

成通车，中巴、中蒙俄、中国—中南半岛等经济

走廊以及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稳

步推进，比雷埃夫斯港第二阶段股权顺利交割。

扎实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一带一路”绿色能

源合作加快推进。中欧班列安全稳定运行，全年

开行１．５万列，运送货物１４６万标箱，分别增长

２２％、２９％，重箱率９８．１％，累计通达欧洲２３

个国家的１８０个城市。“一带一路”风险防控和

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地方参与和融入共

建 “一带一路”水平不断提升。

三是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颁布实施，对部分

进口商品实施 “零关税”政策，放宽市场准入特

别措施、鼓励类产业目录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措

施出台实施。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建设，

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通道沿线与东盟的开放

合作持续深化实化。北京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新增４个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

四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迈出新步伐。坚定维

护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为核心的多边贸易

体制，在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金砖国家等多边场合提出中国方案。

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正式生效，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ＤＥＰＡ）。中柬 （埔寨）自贸协定正式生效

实施。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中新 （加

坡）自贸协定升级后续谈判等有序推进。

（九）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绿色转

型步伐稳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污染防

治成果巩固拓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一是生态安全屏障逐步筑牢。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国有林场和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取得积极成效，青藏高原生态

屏障区生态保护和修复等重大工程建设规划加快

编制，天然林保护与营造林、退化草原修复、水

土流失治理、荒漠化治理、湿地保护等重点任务

有序落实，全国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６．２万平

方公里，新增国土绿化面积超１亿亩。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快建立。福建、江

西、贵州、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取得新

进展。生态保护补偿体制机制更加健全。进一步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功举办联合国 《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

二是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序推进。出台实施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 《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 “１＋Ｎ”政策体

系。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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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以甘

肃、青海、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的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项目规划建设。加大对风电、光伏等可再生

能源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

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１０亿千瓦。

积极建设性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各

项议题谈判磋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

线交易，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

单位２１６２家，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能源

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进一步完善，明确重点

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严格能效约束，

坚决遏制 “两高”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三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化。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细

颗粒物 （ＰＭ２．５）和臭氧协同控制不断强化，城市

黑臭水体和入河入海排污口及工业园排查整治力

度加大，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持续深化。推进污

水资源化利用，大力推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深入推行清洁生产，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有力推

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取得积极进展，全面实现

洋垃圾零进口。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达到８７．５％，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

９．１％，地表水水质优良 （Ⅰ—Ⅲ类）断面比例提

高到８４．９％，劣Ｖ类水质断面比例降至１．２％。

（十）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平稳

步提高。不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障网进一步织

密织牢。

一是促进共同富裕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谋划

促进共同富裕顶层设计，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续深

化，完善初次分配政策，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长８．１％。

二是就业优先政策继续强化。延续实施部分

阶段性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创业带动就业示范

行动、就业服务质量提升工程深入开展，推进劳

务品牌建设。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保障，促进灵活就业健康发展。２０２１年创

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带动就业约２００万人。大规

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建设一批公共实训基

地。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强化农民工等人

员返乡入乡创业平台支撑。

三是教育强国建设步伐加快。教育强国推进

工程启动实施，支撑基础教育补短板、职业教育

树精品、高等教育创一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９５．４％、

９１．４％，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和研究生招生

超过１１００万人。扎实推进义务教育 “双减”工

作，加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提高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深入推进义务

教育薄弱环节建设与能力提升工作。持续增加普

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集中力量支持脱贫县以义务教育

为重点，统筹学前教育资源建设，扩大学位供

给。超额完成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加强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养，加大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学科专业的支

持。在集成电路、储能技术等关键领域布局建设

一批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新认定６３家国家产教

融合型企业和２１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四是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持续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实施国民营

养计划。食品药品等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断加

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持续深化。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工

作稳步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试点范

围有序扩大，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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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加快推进，疾控中心

建设步伐加快。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推动药品

集中采购常态化制度化，全国药品和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范围继续扩大，医保目录内部分药品

价格大幅下降，重大疾病和特殊人群用药保障水

平明显提高。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

五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达１０．２９亿人，参保率超过

９１％。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稳步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更趋完善，医疗

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建立，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１３．６亿人，参保率稳定在９５％以上，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居民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保持在７０％，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已覆盖所有统筹地区，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

达到６０％，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扩大。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进一步增加，阶段性失

业补助金政策延续实施，通过工伤保险为２０２万

人次工伤职工及供养亲属提供待遇保障。加强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机制，推进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及时

给予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或急难社会救助。

加快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做到应保尽保。进

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扩大价格临时补贴发放范围。加快完善

住房保障体系，支持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扩大保

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妥

善安置受灾群众，支持河南郑州等地特大暴雨洪

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六是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深入推进。

出台实施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２０２１年

版）》，逐步完善行业标准规范，组织基层标准化

试点，完善均等化推进机制。长城、大运河、长

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项目建设有序推

进。实施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加强重要文化

遗产和重要自然遗产保护利用。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实施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公共

文化云建设项目，促进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研究制定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推动落实

带薪休假制度。支持红色旅游、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制定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体

系的意见，推进体育公园建设，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２．４１平方米。深化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领跑者”行动，开展家政企业信用建设行动。加

快推进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协同发展，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初

步建立，全社会养老床位数达８１３．５万张。老年

人合法权益保障工作不断加强，城乡无障碍环境

明显改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建设一

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机

构。健全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做

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网络逐步健全，残疾人、

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

专栏７：加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教育

 深入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支持欠发达地区特别是 “三区三州”等原深度

贫困地区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改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学校基础设施，

推动完成中小学改厕任务，集中支持一批优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建

设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加快 “双一流”建设，加强急需领域

学科专业建设，支持一批优质医学和师范院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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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启动 “十四五”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有序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试

点工作，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推进中医疫病防治基地、

中医特色重点医院等项目建设。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支持健康产业集聚发展。

文化和旅游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项目建设，加强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促进重大旅游基础设施和重点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

全民健身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拓展全民健身新空间，推动健身场地全

面开放共享，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持续推动冰雪运动发展。

老龄事业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开展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开展积极应对老龄化

综合创新试点和能力评价。深入实施 “智慧助老”行动，推动解决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困难。

托育和儿童服务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开展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发展集

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务网络，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兜底保障服务

 深入实施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程，加强社会福利设施、退役军人服务设施、

残疾人服务设施等建设。残疾人就业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每百户居民拥

有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３１．１１平方米。

　　总的来看，２０２１年经济增长、就业、居民

消费价格、国际收支等预期目标较好完成，科技

创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领域指

标持续改善，粮食能源生产稳步增长，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良好。事非经过

不知难。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保

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奋力完成

改革发展艰巨任务，顺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

程上迈出了坚实一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

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鮸力同心、艰苦奋斗的

结果。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明显增多。从国际形势看，全球疫情仍在持

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高位

波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从国内

形势看，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局部疫情时有发

生，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凸显，一些领域风险可能

加快暴露，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难度明显加大。一

是总需求收缩。市场环境总体趋紧，消费和投资

恢复迟缓，有效需求依然不足。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两年平均增速低于疫情前水平，加上疫情散

发的扰动，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受到

抑制，线下接触性消费恢复仍受疫情影响。投资

内生动力不强，制造业投资后续增长基础不牢，

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下降、开发投资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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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减少、资金用地等要素保

障不足，影响扩大有效投资。同时，随着部分国

家经济秩序恢复后供需缺口收窄，国际市场竞争

更加激烈，稳出口难度增加。二是结构性短缺。

企业生产仍面临要素短缺等问题，煤炭和电力供

应保障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石油天然气等大

宗商品供应履约易受全球供求形势变化、地缘政

治风险等影响，部分行业 “卡脖子”问题突出，

缺芯、缺柜、缺工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高技

术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科技创新

能力还有待加强。资源环境压力也会对部分产品

供给形成一定制约。三是成本和价格上扬。需求

趋紧，供给受限，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高

位运行，企业主要生产经营指标不容乐观，一些

中下游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消化成本压力

难度增大，用工贵、应收账款回收难等问题凸

显。四是经济金融领域风险有所抬头。一些高负

债、盲目扩张的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风险暴

露。部分中小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部分地区金融

风险仍在积聚。一些地方经济恢复发展困难较

多，基层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部分地方政府

偿债压力大，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难度

仍然较大。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养老、环

保等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弱项。保障粮食安全

和能源供应还面临不少挑战，资本无序扩张可能

形成较大风险隐患。安全生产压力仍然较大，极

端天气事件可能趋多趋强，防灾减灾任务艰巨。

五是市场预期不稳。不少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对市场前景存在

担忧，稳就业任务更加艰巨。此外，多目标多政

策的统筹协调能力有待提升，政府工作存在不

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脱离实际、

违背群众意愿现象屡有发生，有的在政策执行中

采取 “一刀切”、运动式做法，有的地方对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偏差，有的地方

对政策执行简单机械，有的存在局部合理政策叠

加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既要正视困难，也要坚定信心。尽管我

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但经济

持续恢复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经济韧性强、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汇

聚强大精神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持

续彰显，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

潜力形成坚强支撑，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激发市场

活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培育强大动力，特别是

亿万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创业创新

的巨大潜能、共克时艰的坚定意志，还积累了应

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我们有基础、有条

件、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

展。

二、２０２２年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政策取向

　　２０２２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

一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一）总体要求。

做好２０２２年经济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

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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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

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

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在具体工作中，要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

中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把战略的坚定性

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的研究，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

主要目标和实践途径，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

性和行为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

障，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正确认

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

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

升。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经济工作

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

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牢牢把握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努力解决经济

运行中的两难、多难问题，促进平稳健康可持续

发展。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加快转

变发展方式，着力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畅通经

济循环上下更大功夫，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更大决心推动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着力打通各种卡点、堵

点，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增加高质量供给，带动

消费升级、促进有效投资，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

情，尊重发展规律、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因地

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各方面干事创业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更加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加快破除制

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建设更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更加

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演变态势，密切跟踪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提前做好应对各种复

杂局面的工作预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

展中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

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

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依靠共同奋斗，扎实

推动共同富裕，保障好基本民生，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主要预期目标。

按照上述总体要求，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兼顾需要与可能，提出

２０２２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５５％左右。主要考

虑：一是这一目标充分考虑了当前经济运行实

际，体现了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有利于

引导发展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二是这一目标同近两年平均经济增速以及

“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相衔接。三是这一目标

符合各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这是高基数

上的中高速增长，体现了主动作为，需要付出艰

苦努力才能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１１００万人以上，城镇调

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５５％以内。关于城镇新增

就业：综合考虑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产业升

级带来的职工转岗等就业需求，实现１１００万人

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是保就业的基本要求；同

时，随着经济持续恢复特别是促进就业各项政策

落地见效，实现１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

有较好支撑。关于城镇调查失业率：主要考虑就

业攸关民生和社会稳定，必须进一步突出就业优

先的政策导向，充分体现稳就业的决心，压实各

方特别是各地保就业责任，这一目标也是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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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３％左右。主要考

虑：综合输入性通胀压力可能延续、生产端成本

上升可能逐步向消费端传导等因素，叠加翘尾影

响，预计２０２２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压力可能比

２０２１年大，将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设为３％左右，

体现了做好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保持价格总水

平基本稳定的工作要求，同时也适当留有余地，

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主

要考虑：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

要求，是扩大消费、稳住经济的重要基础。随着

促进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等政

策措施的推进，２０２２年居民收入增长有望继续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主要考虑：这是应对复杂严峻外部环境变化的需

要，也是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保持经济平稳运

行的重要举措。同时，我国全产业链优势继续显

现、各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落地见效、新业态新

模式蓬勃发展、贸易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可以

为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提供有力

支撑。

———粮食产量保持在１３万亿斤以上。主要

考虑：民以食为天，粮稳则天下安，确保粮食安

全是必须守住的安全底线。虽然我国粮食连年丰

收，但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统筹考虑国内粮

食消费需求、综合生产能力、全球粮食市场变化

等因素，为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必须保持

粮食产量在１．３万亿斤以上。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继续下降；能耗强度目标在 “十四五”规划

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新增可再生能

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主要考

虑：按照 “十四五”序时进度设置生态环境年度

目标，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实施各项重点减排工程。同

时，综合当前经济发展实际、保障能源供给安全

与实现节能降碳目标等因素，将能耗强度目标在

“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留有适当弹性，

既为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留出合理用能空间，也能

有效推动地方保持节能工作力度，兼顾发展和减

排、当前和长远，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稳步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实现 “十四五”时期能耗

强度降低目标提供支撑。

（三）主要宏观政策取向。

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

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

性，社会政策重在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各方面要

围绕贯彻这些重大政策和要求，细化实化具体举

措。加强多元目标统筹，做好各项政策协调衔

接，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政策发

力适当靠前，及时动用储备政策工具，把握好政

策时度效，加强经济监测预警和政策预研储备，

对苗头性趋势性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在区间调控

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相机调控，增

强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制定风险防范预

案，提高政策执行效能，推出更多有利于提振有

效需求、加强供给保障、稳定市场预期的实招硬

招，努力以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提振各方面对我国发展的信心，确保经济平

稳运行。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

准、可持续。２０２２年赤字率拟按２．８％左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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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比２０２１年有所下调，既保证财政支出强度，

又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更为复

杂局面预留充足空间。预计２０２２年财政收入继

续增长，加之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

近年结存的利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可

用财力明显增加，支出规模比２０２１年扩大２万

亿元以上。新增财力要下沉基层，主要用于落实

助企纾困和稳就业保基本民生政策，促进消费、

扩大需求。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

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实施新的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优化支出重点和结构，加大对国

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进一步支持保障和

改善民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１８％，比

２０２１年大幅增加，将更多资金纳入直达范围，

使基层落实惠企利民政策更有能力更有动力。党

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严控

新建楼堂馆所，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遏制

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

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２０２２年保持

广义货币供应量 （Ｍ２）余额、社会融资规模存

量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基本匹配，保持

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

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进一步降低实

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

用好再贷款、再贴现和定向直达工具，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利用多层次资本市

场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加大股权融资比例，促进

实现金融与科技、产业良性循环。完善外汇市场

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监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长效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

就业优先政策要提质加力。坚持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大力拓宽就业渠道，

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增强创业带动就

业作用。财政、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优先实

施，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的支持力度。调整完善

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使用１０００亿元失业

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推进创

业带动就业，落实好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

深入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继续做好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

作，加强脱贫易致贫劳动力就业帮扶，加大对就

业困难人员、残疾人等就业援助力度，确保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建立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机

制，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推进新就业形

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维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深入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开展大规

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共建共享一批公共实训

基地，落实好扩大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相关政策。健全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

就业监测和失业预警，切实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

风险，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同时，统筹高效做好煤电油气运调节。充分

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压

实地方政府、部门、企业责任，坚持先立后破、

民生优先，确保能源安全供应。增强国内资源生

产保障能力，加快油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开发，

巩固发展增储上产良好势头。保障电煤供应，加

大重点产煤地区和运力紧张地区的电煤运输保

障，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电力保障

能力，确保稳定可靠充足供应，完善新能源上网

电价机制，提高天然气气源保障水平。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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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加强精

细化用能管理，确保民生和公共用能需求，推动

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重点行业企业有序实施改造

升级，推动全社会加强节约用电用能。完善国家

战略物资储备制度。

三、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

　　２０２２年，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着力做好十方面工作。

（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扩大国内

需求。优化宏观政策组合，找准政策着力点，增

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发挥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释放内需潜力，激发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为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坚实基础。

一是完善减负纾困等政策。坚持阶段性措施

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与退税并举。延续实

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

费政策，并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对小

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对小微企业年应

纳税所得额１００万元至３００万元的部分，再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增值税留抵税额实行大规模

退税，重点支持制造业，优先安排小微企业。预

计全年减税退税约２．５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

１．５万亿元。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

动，坚决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进一步

推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扩大普惠金融覆

盖面，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继续增加支

农支小再贷款，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

面、降价，推动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明显增长，持

续增加首贷和信用贷款发放。推动金融系统通过

降低利率、减少收费等多种措施，向实体经济让

利。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管理，继续对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给予融资支持，避免出现行

业性盲目限贷、抽贷、断贷。推动降低企业生产

经营成本，清理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支持地

方对特殊困难行业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加

大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力度，引导大型平台企

业降低收费，减轻中小商户负担。

二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２０２２年拟安排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３．６５万亿元，安排中央预算内

投资６４００亿元。高质量建设 “十四五”规划

１０２项重大工程项目。坚持 “项目跟着规划走，

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快推进在建工程，

抓紧新开工一批成熟的项目，强化项目谋划储

备，适度超前布局基础设施项目。做好土地、用

能等要素保障，对国家重大项目实行能耗单列，

加强项目调度和监管。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支持企业扩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补

齐农业农村、水利、市政工程、防灾减灾、应急

保障等领域短板，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有序

推进城市更新。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

造，加强城市内涝治理，实施中西部中小城市基

础网络完善工程。完善沿边抵边城镇体系和基础

设施。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和引导民

间资本参与市政、交通、水利、生态环境、社会

事业等补短板项目建设。规范有序推广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模式，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领

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ＲＥＩＴｓ）试点，推动盘

活存量资产，形成投资良性循环。

三是促进消费持续恢复。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继续培育消费热点。稳定和扩大汽车等大宗

消费，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

转变，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持续开展新能源汽

车下乡，加强城镇停车设施和充电桩、换电站等

配套设施建设。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领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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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准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拓展消费新场景，

培育壮大智慧零售、数字文化、智慧旅游等新型

消费，促进网络消费，推动直播电商规范健康发

展。推动实施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开

展绿色建材下乡活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

培育发展银发经济，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推

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推动打造区域消

费中心。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发展夜间经济。健全

社区商业配套设施，打造城市便民生活圈，完善

县域商业网络，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

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加大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力

度，打击假冒伪劣，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进一

步改善消费环境。

四是适度超前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精准

有效推进交通、水利、物流、能源、新型基础设

施、民生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推进川

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沿江高铁、一批铁路

专用线重点项目和川藏公路Ｇ３１８线提质改造等

加快建设。整体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建设。鼓

励推广轨道交通＋土地综合开发模式经验。做好

中长期铁路网、国家公路网和全国港口与航道布

局规划修编，强化国家公路、港口和高等级航道

网络功能。推动三峡水运新通道研究论证。实施

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发展公铁水多式联运。

提升枢纽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快培

育支线航空市场，提高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加快

“支点城市＋骨干走廊”现代流通网络建设。稳

步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

设，强化冷链运输环节疫情防控措施，完善

“３２１”冷链物流运行体系。加快物流业制造业融

合创新发展，积极推动多式联运、智慧物流等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布局一批新型基础设施项目，

加快推进５Ｇ、千兆光网、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北斗产业化重大工程、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等建

设，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

（二）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着力激发发展内生动力。突出增强发展动力、加

快制度建设、促进共建共享、实现安全稳定，持

续深化改革攻坚。

一是扎实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体系基础性制

度，做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建立健

全数据基础制度，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

数据要素高效合规流通使用。落实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

施，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

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一视同

仁，平等对待，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国

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深化国有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融入

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

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

法律保护，及时有针对性地出台惠企纾困政

策，持续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打

造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共生共荣的发展生态，加

快构建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和长效

机制。推动完善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

全面推行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编制电子招

标投标技术标准和数据规范。坚持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公共服务定位，持续深化交易平台整合共享

和功能拓展，不断提升信息资源共享和应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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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改革。深化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透明度。推进省

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增值税、消费税、关税

等税收立法，稳妥推进后移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

环节改革。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依法打击偷税骗

税。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全面实行股票发行

注册制。稳步推进垄断行业体制改革，深化能

源、电信、公用事业等竞争性环节以及铁路行业

等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

进省级管网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打造油

气 “全国一张网”。推进燃气发电、核电上网电

价形成机制改革，完善风电、光伏发电新能源价

格形成机制，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政策，完

成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扎实做好跨省天

然气管道定价工作，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健全完善污水、垃圾处理收费机制。深化土

地管理制度改革，增强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

障能力。

三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

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对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

要同步落实监管责任和措施。继续扩大市场准

入。建立健全营商环境法规体系，持续抓好 《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实工作，建立损害营商环境

案例归集通报制度。规范和用好营商环境评价机

制，适时在全国组织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探索制

定营商环境评价国家标准。推进长三角等重点区

域优化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复制推广优化营商

环境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据

共享，基本实现电子证照全国互认互通。强化政

府监管责任，严格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

监管责任和地方政府属地监管责任。加快建立健

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

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提高监管效能。强

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

策实施。

（三）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科技

创新支撑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

靠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壮大新动

能。

一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基础研究

十年规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实施科技体制改

革三年攻坚方案。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布局生物医

药、高端仪器、关键信息系统、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基础软件等基础和前沿技术研发，支持

大型医疗设备、高端医用耗材研发，同步推进标

准制定和实施，畅通源头创新、成果转化、市场

应用链条。继续组织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

程。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完善重大科技项目立项

和管理方式。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加大对青

年科研人员支持力度。

二是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加强国家实

验室建设，稳步推进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加大

力度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持续提升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

能级，推动一批显示度高、带动性强、影响力大

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尽快落地建设。突

出产业需求引领，强化建设产业创新中心、工程

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创

新平台，加大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大力发展工业

软件，推动解决 “卡脖子”问题，支撑和引领产

业创新发展。

三是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深入实

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系统推进生物、新

材料、航空航天、海洋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持续创新发展。大力推进北斗导航产业发展，促

进光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稳慎推进氢能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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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积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开展未来产业

应用场景建设和示范迭代。

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统筹推动５Ｇ

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

谋划一批带动作用突出的重大基础设施和应用示

范工程。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

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维护网络安全。健全完善规

则制度，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推动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持续发展。持续深入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数字化转型试点。发展

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促进算力

资源布局优化。

五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加快构建

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

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实施力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从７５％提高到１００％，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

实行税收优惠。完善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

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推进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等全链条服务。鼓励和支持技术入股。聚

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布局组建创新创业生

态培育中心，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深入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组织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

范行动，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带动重点群体就

业。高质量办好双创活动周系列活动，增强双创

平台服务能力。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激发涌现一大批 “专精特新”企业，在资

金、人才、孵化平台搭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全面推动科技政策扎实落地，增强科技创新动

力。大力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破解制约创新

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

（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巩固壮

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升级。

一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建立完善

产业链供应链苗头性问题预警机制，加强风险分

析研判，积极应对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潜在风

险。引导芯片制造企业有序扩大产能，稳定和畅

通国内外供应渠道，推进供应链精准对接。做好

需求少的高精尖技术精准供给。密切跟踪研判部

分原材料供应和价格运行情况，引导供应链上下

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强化大宗商

品储备调节，加快推进国家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建

设。加快构建现代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聚焦新

能源汽车、医疗装备等重点领域，实施重点领域

“１＋Ｎ”产业链供应链贯通工程，促进产业链供

应链贯通发展。

二是着力振作工业经济运行。落实好振作工

业经济运行、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和促

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加大中小微企

业设备器具税前扣除力度。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做好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

品保供稳价，加强重大项目的用地、用能、环保

等要素保障，精准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加大

对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支持，释

放重点领域消费潜力，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培育

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工业经济行稳致远。

三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深入实施质量

强国建设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动传统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重点工业领域节能

降碳和绿色转型。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

行动，支持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提升集

群化发展水平，创建首批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试验区。继续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高质量

举办好中国品牌博览会和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

坛。

四是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修订 《产业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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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指导目录》。实施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发展行

动。启动实施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领域企业

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工程，持续优化石化产业布

局。推动原料药产业绿色化、高端化发展。落实

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

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给予承租国有

房屋租金减免，对餐饮、零售、旅游、公路水路

铁路运输、民航等服务业实施财税金融等纾困扶

持措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支持制造服务业

载体建设，抓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试点，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

级。

（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落细乡

村振兴各项举措。着力保障粮食安全，压茬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是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应。实行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落实地方粮食安全主体

责任，坚决守住１８亿亩耕地红线，划足划实永

久基本农田，切实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１７．６

亿亩以上，促进大豆和油料增产，巩固玉米产能

恢复势头。加强中低产田改造，新建１亿亩高标

准农田，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确保到

２０２２年底完成１０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因

地制宜新建一批现代化灌区，全力做好水旱灾害

防御。健全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机制，加强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加大农资保供稳价力度，给

种粮农民再次发放农资补贴。适当提高稻谷、小

麦最低收购价。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推动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

设。加强重点区域粮食接卸、仓储和集疏运体系

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现代种业提

升工程建设，加快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

农业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国家黑

土地保护工程，加大盐碱地综合利用力度。稳定

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

升级，提高畜产品供给能力。做好粮油棉糖化肥

总量平衡和市场调控，有效开展储备吞吐和进口

调节。

二是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强化易返贫致

贫人口精准监测和及时帮扶，做好巩固脱贫成果

后评估工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

贫。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推动大型

搬迁安置区和进城安置群众融入新型城镇化建

设。继续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大力推广

以工代赈方式，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组织创

建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和产地示范区，健全消费帮

扶助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着力改善脱贫地区农

业基础设施条件，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优势

特色农业，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支持脱

贫地区创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加大

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在规划

政策、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倾斜。加大对灾害多

发、条件艰苦山区开展灾害防治、生态保育、乡

村振兴协同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乡村规划建设

管理，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推动建立健全县域内城乡一体的就业、

教育、医疗、养老等政策体系，在有条件的地方

推进县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护一体

化。加强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和农村电网巩固

提升工程。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统筹推进农村改厕和生活污水治理，开展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整治提升村

容村貌。稳妥审慎开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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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持续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稳妥推进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持续完善乡村治理体

系。

（六）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坚持实施区域

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

略，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一是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有力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稳妥

有序推进率先启动的疏解项目在雄安新区落地，

落实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

快天津港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扎实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污染治理 “４＋１”

工程，持续巩固长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

作成果，积极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政策制

度体系，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和水生态考核机

制，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力争全线开工建设

沿江高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积极稳妥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基础设施 “硬联通”和规

则机制 “软联通”并举，加快推进大湾区市场一

体化进程。加快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

发展，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

放。深化通关模式改革，落实落细教育、医疗、

养老、交通等领域政策，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

大湾区内地学习工作生活。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水平，深入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

一体化发展，稳步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等重点区域

建设，推动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积极稳妥推动

港航资源整合。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严控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大力推进

沿黄河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紧抓环境污染

“３＋１”综合治理，加快中游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短

板，推进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沿

黄通道建设，推动建设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二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推动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发挥风、光、水电和矿产资源优

势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积极发展文化和旅游

产业。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

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推进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建设。积极稳妥推进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

重大工程。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组织实施

好东北全面振兴 “十四五”实施方案，继续推进

黑瞎子岛中俄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积极推动大

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稳步推进长

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推动 《东北振兴重点

项目三年滚动实施方案》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推

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湘鄂赣协同高质

量发展，支持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支持山西进一步深化能源革命综合

改革试点，推进淮海合作区协同发展，支持中国

（武汉）光谷建设，编制出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规划。鼓励东部加快高质量发展，支持福建高质

量发展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推动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支持民族

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

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革命老

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

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推进国家

级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等功能平台建设，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现

代海洋城市等建设，提升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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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８：支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

促进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

 印发实施 “十四五”时期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设施建设、

红色旅游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实施方案，印发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研究建立部分省市与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机制。

促进边境地区

繁荣稳定

 出台重点区域边境建设总体方案，构建具有边境特色城镇体系，提升重点区域

边境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健全边境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强边境口

岸建设，加快建设沿边抵边公路，有序规划建设边境地区铁路和机场。

推进生态退化

地区综合治理

 支持因地制宜利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发展可再生能源，探索可再生能源发

展与流域治理、生态修复、特色产业发展有机融合的新模式。

推动资源型

地区加快转型

 有序实施资源型地区转型重大工程。支持资源枯竭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接续替代

产业，深入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引导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鼓励资源富

集地区创新发展。研究推进资源枯竭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示范市 （区）。

支持老工业

城市转型发展

 支持老工业城市制造业竞争优势重构，做强做优支柱产业。加快推进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

支持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和

重点园区建设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更新改造、

绿色转型发展。继续支持中德 （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中韩 （长春）国

际合作示范区等重点园区建设。

　　三是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持续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

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持续优化城镇化空

间布局，更好发挥超大特大城市对周边市县辐射

带动作用，培育形成现代化都市圈。持续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印发推动长江中游、北

部湾等城市群发展 “十四五”实施方案。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强县城基础设

施建设，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健全公共设施体

系。健全特色小镇清单管理机制，统筹加强典型

引路和规范纠偏。

（七）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外资外贸平稳

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对

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全面提升开放平台能

级，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一是多措并举稳定外贸。加大对中小微外贸

企业精准帮扶。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构建完善海外仓标准体系，

不断完善覆盖全球的海外仓网络。视情扩大先进

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产品、

紧缺农产品等进口，加大中国品牌海外推介力

度，支持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等产品出

口。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落实进口环节税收

和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内陆开放试验区提升能

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数字贸

易示范区。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在自

贸试验区和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试点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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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

二是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出台实施关于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意见。实施好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

扩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外资

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等行业领域和中西部、

东北地区。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动重大

外资项目加快落地。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优化企业外债分类管理，完善对房地产、地

方融资平台、低信用企业的外债调控，持续防范

外债风险。

三是提升境外投资效益。持续推动境外重大

项目合作，探索产能与投资合作新方式。优化境

外投资布局，深化双边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引导

金融机构服务重点领域和项目。深入实施境外投

资提质效防风险系列措施，提高重点主体境外投

资水平，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支持行业协会

商会建立境外投资自律机制。

四是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扎

实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重大项目合作，

注重境外项目风险防控。深入推进地方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新疆、福建 “一

带一路”核心区建设走深走实。推动 “丝路海

运”、“冰雪丝路”加快发展。加强中欧班列通道

能力、枢纽节点、口岸扩能建设。完善 “一带一

路”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稳妥开展健康、

绿色、数字、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境外煤电等

“两高”项目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五是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口岸和

综合执法点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为实现全岛

封关运作创造条件。支持口岸、路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断夯实重大平台

和产业发展基础，聚焦重点政策，依托重点项

目，以更大力度探索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

则。进一步强化重大风险防控工作，加大高水平

压力测试力度，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

联防联控机制。

六是推动多双边经贸合作。坚定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改革。

高质量实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积极推进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ＤＥＰＡ）。推动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

高标准自贸协定，加强互利合作。推进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积极参与联合

国、二 十 国 集 团 （Ｇ２０）、亚 太 经 合 组 织

（ＡＰＥＣ）、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合作。

（八）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一是加快推进经济绿色转型。完善绿色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绿

色产业示范基地，修订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大力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实施 “十四五”清洁生产推

行方案，在重点行业开展清洁生产改造。完善绿

色金融标准体系和评价机制，发挥国家产融合作

平台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工业绿色低碳领域汇

聚。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推动对企

事业单位开展环保信用评价。持续实施国家节水

行动，开展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工程，推

动老城区、城乡结合部、县城、乡镇污水收集管

网建设，加强京津冀、黄河流域、西北地区等重

点区域、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海水淡

化示范城市。抓好全链条粮食节约减损。推进废

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和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

化应用试点，组织开展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示范基地建设和骨干企业培育，推进废钢铁、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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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废弃机动车、废旧家电、废塑料、厨

余垃圾等城市废弃物分类利用和集中处置。

二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碳达

峰碳中和 “１＋Ｎ”政策体系，实施 “碳达峰十

大行动”，坚持 “全国一盘棋”。大力发展非化石

能源，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积极发展

分布式新能源，积极推动海上风电集群化开发，

稳妥推进西南等地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大力发展

抽水蓄能，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

展核电，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升电网对可

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管理。实施节能降碳改造

升级。积极研究开发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优

化完善能耗双控政策，合理增加能耗总量弹性，

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推动能耗 “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转变。全面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强化工

业、交通和建筑节能，不断降低单位产出能耗物

耗和碳排放。对标能效标杆水平，推动能效低于

基准水平的重点行业企业，有序实施改造升级，

促进高耗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与合作，主动参与

全球绿色治理体系建设，加强绿色经贸、技术与

金融合作。

专栏９：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工作

完善 “１＋犖”

政策体系

 研究制定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领域和钢铁、石化化

工、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财政、

金融、碳汇能力、统计核算、人才培养和督查考核等保障方案。

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能源

体系

 因地制宜开发水电，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发展核电。严格煤电机组能

效准入门槛，统筹推进煤电机组节能改造、供热改造和灵活性改造。全面支持

地热、生物质等适宜当地的可再生能源供暖方式。

推进产业结构

低碳转型

 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实施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

合成氨、电石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行动。推动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

合，切实推动产业结构由高碳向低碳、由中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

全面加强能源

资源节约

 倡导勤俭节约，推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和入

口形成有效的碳排放控制阀门。

加强制度和

基础能力建设

 加快构建科学合理、简明适用、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完善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相关法规制度，强化对企业、第三方机构的监管。深化低碳城市和

气候投融资试点，提升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

　　三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ＰＭ２．５

和臭氧协同控制，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

协同治理。深入治理城乡黑臭水体，继续开展入

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加强重点海域污染防

治。持续推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稳步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和减量化、资源化，持续抓好塑料污染全链条治

理。建设污水资源化利用示范城市，建设节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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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标杆污水处理厂。

四是持续强化生态系统治理。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保护生物多样性。继续开

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把公益保护不断做深做实。

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复制推广福

建、江西、贵州、海南的经验。研究出台 《生态保

护补偿条例》，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探索建立农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九）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

护经济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加强风险预

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

一是加强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防控。持续推进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

债务增量。稳妥处置一些地方的高风险金融机

构，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运用市场化、法治

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稳妥有序缓释债券市场风

险。加快不良贷款处置。妥善应对主要经济体货

币政策转向的溢出风险。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

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

扩张设置 “红绿灯”，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

发展，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无

序扩张、野蛮生长。

二是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深入推进

煤电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进石油储备重大

工程建设，加快华北、西北等地下储气库新建和

扩容达容建设。有序核增一批煤炭先进产能，加

快提升煤炭储备能力。加强抽水蓄能等调峰电源

建设，继续发挥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煤电的兜

底保供和调峰作用，积极推进现有煤电项目改造

升级。推进白鹤滩、羊曲等重大水电工程建设。

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

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

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

给消纳体系。加快推进国家储备建设，健全统一

的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专栏１０：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的重点工作

煤炭储备
 支持煤炭储备项目建设，尽早形成相当于本地消费量５％的政府可调度煤炭储

备能力，谋划布局一批重点储备基地，加快建设全国煤炭储备管理信息系统。

油气储备
 加强国家石油储备能力，统筹推进新增储气能力建设，尽早建成投用，更好发

挥调峰保供作用。

电力储备
 加强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能力和机制建设，加强重要电力用户自备应急电源、

移动应急电源配置。

储能项目  用好储能价格政策，发展抽水蓄能电站和电化学储能电站。

　　三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做好房

地产调控，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扎实推进

高风险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加快发展长租房市

场，推进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加大住房公积金对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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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实

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

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十）围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办好

民生实事。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

目标和实践途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

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关注的民生问题。

一是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推动 “十四

五”就业促进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引导各地

加大对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做

好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储备、建设和运营，推动县

域公共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共建共享，促进高质量

产训结合。

二是着力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完善工资

合理增长机制，指导地方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全面落实义务教育

教师工资待遇。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

酬的机制，完善再分配机制。多措并举促进农民

增收，依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实施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适当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确保按

时足额发放。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提高３０元和５元，推

动基本医保省级统筹。进一步扩大药品、高值医

用耗材带量采购范围，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

救助制度，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推进失业保

险省级统筹，统一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参保缴费办

法。健全退役军人保障体系。深入开展新就业形

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健全分层分类的

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完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

制，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及常态化救助帮扶

机制建设。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完善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

残疾人、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

四是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分类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推动服务重心向基层

下沉，增加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支持社

会力量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进一步完善学

前教育收费政策，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扩容

增效，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升农村学校办学能

力，依据常住人口规模增加城镇教育资源。继续

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加强县域普通高中

建设。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推进高校 “双一

流”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学科

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攻关，完善产教融合

政策措施。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高校招生

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加大中西部地区教师培训力度。办

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完

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３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推动生育

支持政策落地见效。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

体系建设，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推动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深

入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

目和县级医院建设，加快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深

化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管理和公立医院薪酬

制度改革。补齐妇幼儿科、精神卫生、老年医学

等服务短板。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实施现代化疾控体系建设、国家重大传染

病防治基地建设等工程，提升公共卫生防控救治

能力。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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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出版、电

影、广播电视、文物等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公

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提供更多公共文化产品。加

强国家重大文化项目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

重要文化遗产和国家公园等重要自然遗产保护设

施建设，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促进

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推进国民旅游休闲加快

发展，不断完善节假日制度。实施全民健身设施

补短板工程，加强体育公园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建设。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高效处置局部突发疫情。一是积极做好

疫苗接种和药物研发。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研

发，科学组织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序贯免疫研

究，进一步提高疫苗加强针接种人群覆盖面，根

据疫情防控需要进一步加快新冠病毒药物国内研

发上市，统筹做好生产、储备、质量监管等工

作。二是强化外防输入举措。加强口岸疫情防控

能力建设，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相关举

措，强化口岸及集中隔离点疫情防控。做好对相

关国家地区进口货物特别是冷链产品的检测消毒

工作。对高风险岗位人员切实做到闭环管理，建

立健全进口冻品集中监管制度。三是健全优化疫

情防控体系。加强流调溯源、核酸筛查、隔离管

控和重点场所防控，着力做好节假日等人员流动

增多时期疫情防控，避免聚集性感染。完善落实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强化医院感染防

控。继续加强对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的防范处

置，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四是

持续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加快诊疗技术联合

攻关，深入开展疫苗、药物等研发试验应用国际

合作。力所能及开展疫苗援助和抗疫物资援助。

加强跨境贸易合作，保障疫苗及原辅料贸易畅

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就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早日

作出决定，鼓励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

术。

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大

局稳定。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

心，打造共建 “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实现经济

多元可持续发展，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

政策措施。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完善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

政策，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２０２２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任务繁重，意义

重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全国人大的监

督，认真听取全国政协的意见和建议，攻坚克

难、砥砺奋进，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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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 案 的 审 查 结 果 报 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

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在对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初步审查的基础上，

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作

了进一步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计划报告

作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１年计划执行情况

总 体 良 好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面对复杂严峻

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等困

难、问题和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注重宏观政策跨周

期调节，大力加强科技创新，稳定和优化产业链

供应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和落实助企纾

困政策，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加大

保民生补短板力度，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经过不懈努

力，年度计划的主要预期目标基本实现，全部

６１项计划指标完成情况较好，主要任务顺利完

成，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推动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成效，经济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实

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

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地缘政

治冲击国际经贸秩序，全球供应链趋紧，世界经

济复苏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宏观调控

难度加大，实体经济困难较多，科技原始创新

能力不足，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积聚，就业压力

增大。计划执行中，重大政策综合影响评估有

待加强，多重目标统筹协调不够，有的目标任

务采用简单分解办法，有的在执行中存在传导不

畅或层层加码、“一刀切”、运动式等情况。对这

些困难、问题和挑战，要深入分析研判，加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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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协调，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增强应对的有效

性。

二、２０２２年计划报告和计划

草案总体可行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２０２２

年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符合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符合 “十四五”规划纲要目标要求，符合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

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等

作了认真分析，在主要任务中作了相应安排，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要求、主要预期目标、主

要宏观政策取向、主要任务基本协调匹配，总体

可行。

三、建议批准２０２２年计划

报告和计划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

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四、做好２０２２年计划执行

工 作 的 建 议

　　２０２２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计划执行工作意义

重大。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继续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持

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此，财政经济委员会

建议：

（一）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更好把

握调整政策和推进改革的时度效。各方面要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肯定成绩、正视困难、遵循规律、坚定信心，切

实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积极推出有利于

经济稳定的政策。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

结合，最大限度调动各个方面稳增长的积极性，

发挥好国家政策对稳预期、增信心的重要作用。

着力做好上半年政策发力工作。建立政策措施统

筹协调机制，把先立后破的原则落实到位，把握

好各项政策的衔接。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抓细

抓实各项助企惠企措施的贯彻执行，确保政策实

施顺畅通达、企业切实受惠。

（二）坚决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释放

内需潜力。多措并举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改善

消费环境，促进新兴消费，推动绿色消费，拓展

消费新场景。高质量实施 “十四五”重大工程项

目，强化项目要素保障，适度超前布局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专项债实际使用效果，积极扩大民间

投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三）深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提升经济增

长潜能。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着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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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改革创新政府治理方

式，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落

实好中央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部署，强化科技创新

支撑作用。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依法精准开

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工作，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

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应对国际市场

变化，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

（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稳妥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做好跨市

场跨行业风险处置工作。坚持 “房住不炒”定

位，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提升重

要能源资源保障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

应安全。稳定和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及时有效应

对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变动的影响。

（五）强化民生兜底保障，维护社会安全稳

定。全力做好稳就业工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及一些行业的

就业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提高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认真实施并不断完善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施方案，加快构建完

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不断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持续加强

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保障

社会公共安全。

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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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２２年中央预算。

关于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财 政 部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查，并请全国政协各

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党

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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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构建新

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

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实

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较好。

（一）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１．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０２５３８．８８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２．５％，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０．７％，主要

是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和价格上涨等因素拉动。其

中，税收收入１７２７３０．４７亿元，增长１１．９％；

非税收入２９８０８．４１亿元，增长４．２％。加上从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１１７１３．５２亿

元，收入总量为２１４２５２．４亿元。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２４６３２１．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５％，

增长０．３％。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３５４０．９亿元、向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９０亿元，

支出总量为２４９９５２．４亿元。收支总量相抵，赤

字３５７００亿元，与预算持平。

２．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１４６１．８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２．２％，增长１０．５％。加上从中央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调入９５０亿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

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９８５亿元，收入

总量为９３３９６．８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１７２６５．９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９８．６％，下 降

０．９％，其中，本级支出３５０４９．９６亿元，完成预

算的１００．１％，下降０．１％；对地方转移支付

８２２１５．９４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９８．６％，下 降

１．２％。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５４０．９

亿元、向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９０亿元，支

出总量为１２０８９６．８亿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

财政赤字２７５００亿元，与预算持平。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

是：国 内 增 值 税 ３１７５２．６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５％。国内消费税１３８８０．７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４．３％。企业所得税２６６０５．３４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３．８％。个人所得税８３９５．９５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６．３％。关税２８０５．８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１７３１６．３６亿元，为预

算的 １０７．８％。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

１８１５７．６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７．１％。进出口税收

均超出预算较多，主要是外贸进出口增长好于预

期，以及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影响。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

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１５７２．６９亿元，完成预

算的１０７％，主要是信息化建设等中央预算内投

资、海关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增加。外交

支出４９０．９６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７．４％。国防支

出１３５５７．５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公共安

全支出１８９０．０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２．１％。教

育支出１６９０．３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１．６％。科

学技术支出３２０５．５４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９．３％。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１１２．４９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０．８％。债务付息支出５８６７．６９亿元，完成预算

的９７．８％。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具体情况是：一般性转

移支付７４８６２．９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９．８％；专

项转移支付７３５３．０４亿元，完成预算的８８％，

主要是部分原安排的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央预算内

投资，执行中根据实际用途列入中央本级相关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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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２０１１．８

亿元、支出结余１５２９．１亿元，全部转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中央预备费预算５００亿元，实际支

出４００亿元，主要用于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和

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剩余１００亿元 （已包含在

上述结余１５２９．１亿元中）全部转入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２０２１年末，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

额３８５４．０１亿元。

３．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３２９３．０２亿元，其

中，本级收入１１１０７７．０８亿元，增长１０．９％；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８２２１５．９４亿元。加上

从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９７７８．５２亿元，收入总量为２０３０７１．５４亿元。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１１２７１．５４ 亿元，增长

０．３％。收支总量相抵，地方财政赤字８２００亿

元，与预算持平。

（二）２０２１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８０２３．７１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３．７％，增长４．８％。加上２０２０年结

转收入２４０．１６亿元、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筹

集收入３６５００亿元、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９０亿

元，收入总量为１３４８５３．８７亿元。全国政府性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１１３６６１．０１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８６．６％，下降３．７％。支出执行数与预算相差较

大，主要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

出低于预期。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０８７．７１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７％，增长１４．８％，主要是彩票公益金

等增加较多。加上２０２０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

等，收入总量为４４１９．９２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４００３．３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６％，

其中，本级支出３２０１．０２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

８０２．２９亿元。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１亿元。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大于支４１５．６１亿元，其

中，结转下年继续使用３８０．８２亿元，按规定补

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４．７９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９３９３６亿元，

增长４．５％。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对地方转

移支付收入８０２．２９亿元、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

券筹集收入３６５００亿元，收入总量为１３１２３８．２９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１０４５９．９９亿

元，下降４．２％，主要是２０２１年不再发行抗疫

特别国债，相应支出减少。

（三）２０２１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规定，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主要根据国有企业上年实现净利润

一定比例收取，同时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安排相关

支出。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１７９．５５亿元，

为预算的１３３．６％，增长８．５％，主要是２０２０年

国有企业利润高于预期。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２６２４．７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９．１％，增长

２．７％。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００６．９２亿元，

为预算的１１４．６％，增长１２．４％。加上２０２０年

结转收入４１３．１４亿元，收入总量为２４２０．０６亿

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０７７．８亿元，

完成预算的９１．３％，增长１４．８％，其中，本级

支出９３６．９９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１４０．８１亿

元。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９８４亿元。结转下年

支出３５８．２６亿元，主要是执行中有一定超收，

按规定结转下年安排使用。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３１７２．６３亿

元，增长６．１％。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

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１４０．８１亿元、２０２０年结转收

入３２．３７亿元，收入总量为３３４５．８１亿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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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６８７．７９亿元，增长

０．３％。调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１３５２．０５亿元。

结转下年支出３０５．９７亿元。

（四）２０２１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９４７３４．７４亿元，

为预算的１０６．２％，增长２４．９％。其中，保险费

收入６６８１６．６４亿元，增长３５．７％，主要是阶段

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２０２０年底到期后恢复征

收；财政补贴收入２３２４８亿元，增长１０．６％。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８７８７６．２９亿元，完

成预算的１０１．７％，增长１２．１％。当年收支结余

６８５８．４５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０１３９５．０９亿元。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４４６．４４亿元，

为预算的９３．３％；支出１４２９．７亿元，完成预算

的９０．５％。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

剂制度，地方上缴 ９３０３．６２ 亿元，中央拨付

９２９４．５２亿元 （缴拨差额９．１亿元，主要是收支

列入中央预算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与地方调

剂，以及分配调剂资金利息）。考虑该因素后，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收支结余２５．８４亿

元，年末滚存结余４０３．２４亿元。

地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９３２８８．３亿元，

支出８６４４６．５９亿元。考虑调剂因素后，当年收

支结余６８３２．６１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００９９１．８５

亿元。通过实施调剂，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

省份受益２１５２亿元。

２０２１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２３２６９７．２９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余额限额

２４０５０８．３５ 亿 元 以 内；地 方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３０４７００．３１亿元，包括一般债务余额１３７７０８．６４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１６６９９１．６７亿元，控制在

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余额限额３３２７７４．３亿元以

内。

（五）２０２１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

工作情况。

２０２１年，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关于人

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

导意见》，落实全国人大预算决议和审查意见要

求，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

保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

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加强民生和重点领域经费保

障，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狠抓财政管理和政策落实，为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增强财税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推动经济运

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加大资金统筹力度，保持必

要的财政支出规模。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３．６５万亿元，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合理把握节奏，

全年发行使用先缓后快，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持

续推进减税降费，分类调整２０２０年出台的应对

疫情阶段性政策，出台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起征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大先进制造业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等新的举措，取

消、免征或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

费，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１万亿元，还对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煤电和供热企业实施阶段性缓缴

税费，在稳定经济增长、支持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升级、促进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减税降费既助企纾困又涵养税源，２０１３年以来

新增的涉税市场主体去年纳税达到４．７６万亿元。

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２．８万亿元中

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范围，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

生补助资金全覆盖，同时优化流程，健全监控体

系，提高分配、拨付、使用和监管效率，为市县

基层落实惠企利民政策提供财力支持。落实过紧

日子要求，中央本级支出继续负增长，节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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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增强地方民生财力保障，兜牢兜实基层 “三

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

强化创新驱动，支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

度，２０２１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础研究支

出增长１５．３％。支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研究建立国家实验室经费稳定支持机制，首批９

个国家实验室挂牌运行。支持实行 “揭榜挂帅”

等机制，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打好关键核心

技术攻坚战取得重要进展。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

研经费管理，大幅精简预算科目，提高间接费用

比例，为科研人员潜心钻研创造更好条件。激发

企业创新活力。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由７５％提高至１００％，允许提前清缴核算让

企业尽早受益，２０２１年前三季度企业提前享受

加计扣除金额１．３万亿元，减免税额超过３３００

亿元。实施 “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

收政策。启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补政策，支持

１３００多家 “小巨人”企业发展。在６０个城市开

展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

延长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引导降低

担保费率。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全年新增再担保业

务７５４２亿元、新增服务市场主体７２．５万户，分

别增长７９％、１６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

级。统筹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支持集成

电路、工业母机、５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疗与高端医疗设备、农业机械等产业链补链强

链，促进短板产业加快国产替代和技术迭代。继

续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全年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均大幅增长。

加大民生投入，基本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支

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安排补助资金支持处置

和化解局部地区疫情。加强疫情防控科研攻关经

费保障，推进疫苗和药物研发，实行全民免费接

种，疫苗全程接种覆盖率超过８５％。全面实施

就业优先政策。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实施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

稳岗返还等政策，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

支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多措并举稳定和

扩大就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１２６９万人。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

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膳食补助标准，３７００多万学生受益。改

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支持超额完成高职扩招三

年行动目标。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央高

校经费支出向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倾斜。

国家助学贷款每人每年最高额度增加４０００元，

惠及５００多万在校生。中央财政学生资助补助经

费支出增长１４．７％，３４００多万人次受益。强化

基本民生保障。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４．５％

左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

提高至４．５％。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每

人每年５８０元、７９元。把更多常见病等门诊费

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

达到６０％。低收入家庭重病重残人员纳入低保

范围，做好困难群众帮扶救助。优抚对象抚恤和

生活补助标准提高１０％左右。安排资金向老党

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支持各地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５．６万个。支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推动实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广播电视户

户通、戏曲公益性演出等项目，５万余个博物

馆、图书馆等向社会免费开放。支持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和重大体育赛事，强化国家队经费保障，

做好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备战参赛工作，大力支

持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加强自然灾害防

治和救助。健全应急保障机制，第一时间下达救

灾补助资金，支持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救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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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群众、恢复农业生产和灾后恢复重建等。支持

地方实施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重点工程，做好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自然灾害防治技术

装备工程化攻关等工作。

支持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推进落实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稳定主要帮扶政策，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继续增加，对１６０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大支持力度。在８３２个脱

贫县延续实施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加强

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切实防止规模性返

贫。支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新一轮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应对农资价格上涨等影响，对种粮

农民一次性发放２００亿元补贴。大幅增加制种大

县奖励资金，支持开展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提升种业全链条发展水平。在１３个粮食主

产省份６０％的产粮大县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为

１．８８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支持新建５０个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５０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和２９８个农业产业强镇。支持落实区域重大战略

等。出台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政策。

支持浙江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

例。制定 “十四五”时期支持新疆、西藏和四省

涉藏州县财政政策。实行企业自用生产设备零关

税等政策，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新进

展。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加快完善政府

有力主导、社会有序参与、市场有效调节的生态

保护补偿体制机制。增加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资金规模，新增２０个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补助支持城市，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

度下降９．１％。出台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支持２０个示范城市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通过竞争性评

审，支持１０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项目、１５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和２０

个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并扩大范围。支持三江源、大

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首批

５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和建设发展。

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完善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坚决查处新增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严肃处

理问责。在部分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全域无

隐性债务试点，稳步推进隐性债务清零，探索建

立地方政府债务长效监管制度框架。隐性债务风

险进一步缓释，风险总体可控。持续加强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借、用、管、还全流程管理，制定专

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工作方案、专项债券资金

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

作指引等制度，促进债券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

用。稳妥推进专项债券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

金，增强中小银行风险抵御能力。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管理监督进一

步加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推进增值税等税收

立法，印花税法正式公布。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推进加强政府性资源

统筹管理等一系列改革。完善绩效管理制度体

系，开展转移支付和重大支出政策后评价。研究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全面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

制。出台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完成

２０２０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并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告。推进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改

革。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对会计

师事务所无证经营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

治理。坚决查处部分地区违规动用财政资金兴建

楼堂馆所问题，通报典型案例。扎实推进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整改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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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较好，财政

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为我国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这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

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代表委员监督指导的

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的结果。

同时，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

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特别是市县财政收

支矛盾突出，“三保”支出压力加大。有的地方

减税降费助企纾困政策未有效落实，乱罚款、乱

收费、乱摊派现象禁而未绝。部分地方专项债券

项目储备不足，债券资金闲置，投向领域不合

规。新增隐性债务情况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政府

债务负担较重，部分地方偿债压力较大。部分预

算编制还不够精准细化，预算执行严肃性需要进

一步增强。一些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不科学，绩效

自评不够客观，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一些地

方违规兴建楼堂馆所、一些企业财务造假等现象

时有发生，财经纪律和财会监督需要进一步强

化。有的地方和部门过紧日子相关措施还没有落

实到位。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积极采取措施

予以解决。

二、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

预 算 草 案

　　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

年，做好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意义重大。要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对财政经济

运行的分析研判，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为

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一）２０２２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

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外部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难度加大，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从财

政收入看，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主

体的活力和动力有所增强，经济稳定恢复态势不

断巩固，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

时，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对财政收入增长形成制

约，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需要实施新的减税降

费政策，疫情形势变化也会加大财政收入不确定

性。从财政支出看，各领域对财政资金需求较

大，基本民生、科技攻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生态环保、国防等支出

需要加强保障，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及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等也需要新增支出。总体来看，

２０２２年财政收支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有保有压、突出重点，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科学合理编制好预算，切实保障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我们既要正视困难，

又要坚定信心，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宏观政策有空间有手段，完全有

基础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２０２２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

做好２０２２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思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

注重精准、可持续，为稳定宏观经济出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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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

务财力保障，保证财政支出强度，优化支出重点

和结构，推动财力下沉，落实党政机关坚持过紧

日子要求，严肃财经纪律，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继续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

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２０２２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

注重精准、可持续。要提升政策效能，按照宏观

政策要稳健有效的要求，统筹财政资源，强化预

算编制、审核、支出和绩效管理，推进绩效结果

与预算安排有机衔接，加强与货币、就业、产业

等政策协调。要落实精准要求，聚焦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聚焦中小微企业减负纾困、聚焦科技创

新，实施新的减税降费，大力改进增值税留抵退

税制度；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加强对基本民生的保障、对重点领域的

保障、对地方特别是基层的财力保障。要增强可

持续性，统筹需要和可能安排财政支出，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好高骛远、吊高胃

口，避免超越发展阶段；适当降低赤字率，合理

安排债务规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重点要把握

６个方面：

一是加大减负纾困力度，增强市场主体活

力。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

与退税并举。延续实施部分２０２１年到期的阶段

性减税降费政策，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

研究出台新的政策举措，精准实施对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减税降费；显著加大增值税留抵

退税力度，精准支持增加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现金

流。跟踪政策实施效果，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反映

的突出问题。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２．５万亿元，

其中留抵退税约１．５万亿元，资金直达企业。中

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补助资金直达市

县。

二是保持适当支出强度，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今年赤字率拟按２．８％左右安排、比上年有

所下调。预计今年财政收入继续增长，加之特定

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

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安排２６．７１万亿元、比上年扩大２万亿元

以上，增长８．４％，可用财力明显增加。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优先支持已纳入国家 “十四五”规

划纲要、重点专项规划等的重点项目，适度超前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科技攻关、生态环

保、基本民生、现代农业等领域及区域重大战略

的支持力度。

三是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保障重点

项目建设。按照保持政府总体杠杆率基本稳定要

求，２０２２年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３．６５万亿元，与上年持平。经报全国人大常委

会备案，已提前下达新增专项债券额度１．４６万

亿元。坚持 “资金跟着项目走”，做深做细专项

债券项目储备，用好用足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

资本金政策，优化专项债券投向领域，严格资金

使用监管，不撒 “胡椒面”，重点支持在建和能

够尽快开工的项目，扩大有效投资。

四是推动财力下沉，支持基层做好 “三保”

工作。较大幅度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特别是

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倾斜。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近

９．８万亿元、增加约１．５万亿元，增长１８％、比

往年大幅提高，地方财政支出增长达到８．９％。

省级财政也要最大限度下沉财力，支持基层落实

助企纾困政策和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进一步扩大范

围，推动资金快速精准下达和使用。

五是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建设节约型机

—３７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关、节约型社会。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重点

保障刚性支出、急需支出，从严控制一般性支

出，强化 “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努力降低行政

运行成本，２０２２年中央部门支出下降２．１％。地

方各级政府也要从严从紧，把更多财政资源腾出

来，用于改善基本民生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切

实做到节用为民。健全财政支出约束机制，盘活

财政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共享共用，不断完善过紧日子的制度体系，加

强落实情况评估。引导全社会弘扬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节俭办一切事业。

六是严肃财经纪律，坚决制止违规使用财政

资金、偷逃税款、财务造假等行为。严格执行财

经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扎紧制度 “笼子”，坚

决维护制度严肃性。管好用好财政资金，规范收

支行为，不得违规建设楼堂馆所，不得搞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依法严厉打

击偷税骗税等行为。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遏制财务造假行为。组织开展地方财经秩序专项

整治行动，对违规行为严查重处，让财经纪律成

为不可触碰的 “高压线”。

（三）２０２２年主要收支政策。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宏

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

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

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

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等要求，细化完善财税

政策举措，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１．加强对市场主体支持，着力稳企业保就

业。　

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综合考虑为

企业提供现金流支持、促进消费投资、大力改进

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今年对留抵税额实行大规

模退税。优先安排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的存量

留抵税额于６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还，增量留抵

税额足额退还。重点支持制造业，全面解决制造

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生态环保、电力燃气、交

通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留抵退税问

题。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科

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７５％提

高到１００％，完善设备器具加速折旧、高新技术

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通过实施上述政策与企

业同向发力、效应叠加，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

入、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对小规模纳税人

阶段性免征增值税。对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１００万元至３００万元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

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由１０％

降至５％。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并提高减免幅度、扩

大适用范围。延续实施部分个人所得税优惠以及

科技企业孵化器、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等税收优惠

政策。针对受疫情影响重、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

等特殊困难行业，研究精准帮扶的减税降费措

施。支持地方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出台税费减免政

策，使减税降费力度只增不减。

加强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等支持。综合运用融

资担保、贷款贴息、奖励补助等方式，引导撬动

金融资源流向中小微企业。实施普惠金融发展示

范区奖补政策，研究建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风险

补偿机制，继续实行融资担保降费奖补，促进中

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引导地方安排

中小企业纾困资金，帮助企业应对原材料价格上

涨、物流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压力。督促各部门、

事业单位等及时支付采购账款，防止拖欠。扩大

出口信用保险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覆盖面，强化

出口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帮助外贸企

业稳订单稳生产。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鼓励地方及社会资本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海

外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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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就业优先政策提质加力。强化就业优先

导向，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６１７．５８亿元、

增加５１．６８亿元，支持各地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

策。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明显提高

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延续执行降低失业和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优化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

创业就业，强化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

持。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扩容提质，提高劳动者就

业能力。使用１０００亿元失业保险基金，加强对

稳岗和培训的支持。

２．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支持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大基础研

究投入，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实施

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保障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资金需求，支持疫情防控、疾病

防治、种业、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科技攻关。支

持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创新重大科技项

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支持国际科技合作。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持推进国家实验

室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以及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继续支持

中央级科研院所建设。大幅增加中央引导地方科

技发展资金规模，支持地方建设区域创新高地。

加强重大人才工程、人才计划、人才项目经费保

障，引进和培育高层次人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

成长。推进科普事业发展。

深入推进科技经费管理改革。优化调整科技

经费支出结构，重点投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

扩大科研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督促有关部门、

地方、单位及时制定修订相关管理制度，确保科

研经费自主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强化绩效管理。优化科技创新类引

导基金使用，支持社会力量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

入，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项

目，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坚持培优企

业与做强产业相结合，新增支持一批国家级专精

特新 “小巨人”企业。聚焦重点产业链，进一步

增加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

金，着力解决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核心软

件、短板装备等 “卡脖子”问题。有效发挥财政

资金引导作用，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支持集成

电路等重点行业创新发展，提升芯片生产水平。

３．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

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部署，支持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项

目建设。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适当提高使用集中

度，向项目准备充分地区倾斜，并加快债券发行

使用，对违规使用专项债券的地区实施扣减新增

限额、暂停发行使用、收回闲置资金等处罚。中

央预算内投资安排６４００亿元、增加３００亿元，

优化投资结构，加强与专项债券衔接。鼓励和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运

营。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完善教育、养老、医

疗、育幼、住房等支持政策体系，加大税收、社

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增强居民消费意

愿和能力。落实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免征车辆

购置税等政策，支持充电桩等配套设施建设，促

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支持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加

快县乡村商贸流通改造升级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

贯通畅达，扩大农村消费。推动重点领域政府购

买服务改革，更好满足公共服务需求。

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有效发挥转移支付作

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东、中、西

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落实好支持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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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雄安新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等相关财税政策。支持自贸试验区对接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研究出台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方案。

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以及资源枯

竭型城市加快发展。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继续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

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中央财政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安排４００亿元，向农业转

移人口流入地倾斜，推动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

遴选新一批示范城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支持开展综合货运枢纽试点示范，推动构

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支持再开工改造一批

城镇老旧小区，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巩固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坚决守住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支持新建１亿亩高标准农田，加

大对黑土地保护支持力度，加强农田水利薄弱环

节建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农业核心技术攻关，促

进大豆油料增产。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

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财

政奖补力度，给种粮农民再次发放农资补贴，保

障农民种粮收益和主产区抓粮积极性。适当提高

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

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提升收储调控能力。积极

发展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安排４１６．３９

亿元、增长３０．８％，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

探索实施糖料蔗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发挥好农业信贷担保作用，更好解决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持农机农技农田

农艺相结合，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

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按照５年过渡

期内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下更大功夫、想

更多办法、扶上马送一程等要求，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按照只增不减的原则安排

１６５０亿元、增加８４．７６亿元，并向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任务重、推进乡村振兴底子薄的地区

倾斜。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统筹用好公

益岗位、以工代赈等，促进脱贫人口就业和持续

增收。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增强脱贫地区自

我发展能力。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

保障。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支持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持续整治人居环境，因地制宜统筹

推进农村改厕、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提升农村

供水安全保障水平。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提升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等项目建设水平。支持实

施高素质农民培育。继续实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

奖补，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支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深化农村综合

改革试点试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央财政大

气污染防治资金安排３００亿元、增加２５亿元，

进一步增加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补助支持城

市。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２３７亿元、增加２０亿

元，以长江、黄河等流域为重点打好碧水保卫

战。继续支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保持土壤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强化源头防控、风险

管控和修复治理。支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和地膜

科学使用回收。阶段性减按１５％税率征收从事

污染防治第三方企业所得税，鼓励市场主体参与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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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加快建立分类补

偿与综合补偿、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的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安

排９９２．０４亿元、增长１２％，引导地方加大生态

保护力度。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安排

１７０亿元、增长４２．９％，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支持开展国土绿化和森

林、草原、湿地、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设立昆明

生物多样性基金。

稳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循序渐进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研究出台

财政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支持绿色低

碳产业发展和技术研发，推动工业、交通运输等

领域和钢铁、建材等行业节能减排。健全政府绿

色采购标准，推进绿色低碳产品采购。研究设立

国家低碳转型基金。促进优化能源结构，完善清

洁能源支持政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支持非

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鼓励企业增储上产。推动

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资金缺口。

６．突出保基本兜底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支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教育支出结

构。增加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学

校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

教育一体化。多种方式筹集经费，支持做好义务

教育课后服务工作。切实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

待遇水平并按时足额发放。加强农村教师培训。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安排２３０亿元、增加３０

亿元，支持普惠性学前教育。加强县域普通高中

建设。加大职业教育投入，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计划资金安排３０２．５７亿元、增加２５亿元，深

化产教融合，支持培养更多技术技能型人才。支

持高校 “双一流”建设，提高人才培养和科研创

新能力。加大对中西部高校支持力度。推动办好

特殊教育、继续教育。

推进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支持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疫苗接种、药物研发等工作，延续

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个人所得税有关优惠政

策。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提高３０元，达到每人每年６１０元。将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５元，达到

每人每年８４元，优化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

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夯实分级管理责

任。推动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服务更加便

捷高效，持续扩大国家组织药品、高值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范围。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

强医保基金监管。逐步提高心脑血管病、癌症等

疾病防治服务保障水平，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

加强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等能力建设和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实施公

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稳步推进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加快建设优质高效的中医

药服务体系，支持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

程。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确保按时足

额发放。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推动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工伤和失业保险省级统

筹。将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

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支持健全分层

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安

排１５４６．８３亿元、增加７０．６２亿元，兜牢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底线。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全面落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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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长效机制。优化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补助资金支出方向，支持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

供给，发展长租房市场。通过以奖代补，继续引

导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

推动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支持推进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

给，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支持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长城、大运河、长

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完善艺术、出

版、电影等领域资金支持政策，资助文艺创作，

扶持文艺人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支持公共体

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促进体育强国建设。

７．强化资金和政策保障，支持国防、外交、

政法等领域工作。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支持加快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创新发展。完善

退役军人保障政策体系，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就

业等工作。继续提高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国家重大外交

外事活动保障，发挥好多双边财经对话机制和国

际开发机构平台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

新成效。支持深入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坚持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推进更

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使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

力。强化公共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提高防灾减

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

（四）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

安排。

１．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９４８８０ 亿元，比

２０２１年执行数增长３．８％。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调入２７６５亿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

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９９００亿元，收

入总量为１０７５４５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３４０４５亿元，增长１４．３％。收支总量相抵，中

央财政赤字２６５００亿元，比２０２１年减少１０００亿

元。

２０２２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中央本级

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央预备费反映。

（１）中 央 本 级 支 出 ３５５７０ 亿 元，增 长

３．９％。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扣除中央国防武警

支出、国债发行付息支出、储备支出后，中央部

门支出下降２．１％。在连续多年严控中央部门支

出基础上，继续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同

时，全力保障部门履职需要，教育、科技不纳入

压减范围。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１５０７．８２亿元，下降１．９％；

外交支出５０２．６６亿元，增长２．４％；国防支出

１４５０４．５ 亿 元，增 长 ７．１％；公 共 安 全 支 出

１９４９．９３亿元，增长４．７％；教育支出１５２５．７８

亿元，与上年持平 （加上地方支出后，全国教育

支出增长１０．６％）；科学技术支出３１８７．２７亿

元，与上年持平 （加上地方支出后，全国科学技

术支出增长７．２％）；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１３６．４７

亿元，增长２．３％；债务付息支出６３８２亿元，

增长８．８％。

（２）对地方转移支付 ８９９７５ 亿元，增长

８．４％。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８２１３８．９２亿元，

增长８．７％，主要是增加地方可用财力，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兜牢基层 “三保”底线；专

项转移支付 （包含中央预算内投资）７８３６．０８亿

元，增长４．７％，主要是加大生态保护、产业转

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支出。加上通过特

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一次性安排

的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

支付８０００亿元，转移支付总规模为９７９７５亿元，

增长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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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央预备费５００亿元，与２０２１年预算

持平。预备费执行中根据实际用途分别计入中央

本级支出和对地方转移支付。

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１１５２６０亿元，

增长 ３．７％。加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９７９７５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１０６２０亿元，收入总量为２２３８５５亿元。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３１０５５亿元，增长８．９％。地

方财政赤字７２００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弥补，比２０２１年减少１０００亿元。

３．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２１０１４０亿元，增长３．８％。加上调入资金及

使用结转结余２３２８５亿元，收入总量为２３３４２５

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６７１２５亿元 （含

中央预备费５００亿元），增长８．４％。赤字３３７００

亿元，比２０２１年减少２０００亿元。

（五）２０２２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

出安排。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２１６．６７亿元，增

长５．３％。加上上年结转收入３５４．６７亿元、特

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１６５００亿

元，收入总量为２１０７１．３４亿元。中央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８０７１．３４ 亿元，其中，本级支出

７１８３．４３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８８７．９１亿元。

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９０００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９４４２０亿元，

增长０．４％。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对地方转

移支付收入８８７．９１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

入３６５００亿元，收入总量为１３１８０７．９１亿元。地

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３１８０７．９１亿元，增长

１９．３％。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９８６３６．６７亿元，增长０．６％。加上上年结

转收入３５４．６７亿元、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

机构上缴利润１６５００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

入３６５００亿元，收入总量为１５１９９１．３４亿元。全

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３８９９１．３４亿元，增长

２２．３％。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９０００亿元。

（六）２０２２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

支出安排。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２６８．０８亿元，

增长１３．５％。加上上年结转收入３５５．３７亿元，

收入总量为２６２３．４５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１７２３．４５亿元，增长６１．８％，主要是按

照以收定支原则，根据上年结转和当年收入情况

增加支出安排。其中，本级支出１６９０．６２亿元，

对地方转移支付３２．８３亿元。调入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９００亿元。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２８６０亿

元，下降１０．１％。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３２．８３亿元、上年结转收

入３０８．８６亿元，收入总量为３２０１．６９亿元。地

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８２９．５７亿元，增长

７．６％。调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１３７２．１２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５１２８．０８亿元，下降１％。加上上年结转

收入６６４．２３亿元，收入总量为５７９２．３１亿元。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３５２０．１９亿元，增长

３４．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２２７２．１２亿元。

（七）２０２２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

支出安排。

２０２２年起，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制度，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基本要素中央统

一管理机制、地方财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入长

效机制、工作考核机制等，实施全国统筹调剂，

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与２０２１年

中央调剂制度相比，调剂规模有所增加，上解省

份扩大到２１个，负担更加均衡合理，各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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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缺口全部得到解决。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４２６．４９亿元，

下降５８．３％；支出４９７．３亿元，下降５０．７％。

收支降幅较大，主要是２０２１年完成大部分在京

中央单位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准备期清算工

作。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地方上缴２１７５．０３亿元，中央拨付２１７５．８８亿元

（缴拨差额来源于调剂资金利息收入）。考虑该因

素后，中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收支缺口

７１．６６亿元，主要是统筹使用中央社会保障基金

财政专户结余资金８１．９９亿元，用于解决地方养

老保险方面的突出问题和特殊困难；年末滚存结

余１４３．１５亿元。

地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９９８４７．１亿元，

增长６．５％；支出９１９１５．４８亿元，增长５．８％。

考虑全国统筹因素后，本年收支结余７９３２．４７亿

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０９１１２．７５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收入１００２７３．５９亿元，增长５．８％，其中，保

险 费 收 入 ７１２８０．０２ 亿 元，财 政 补 贴 收 入

２４１０５．６６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９２４１２．７８亿元，增长 ５．２％。本年收支结余

７８６０．８１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０９２５５．９亿元。

２０２２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２６７００８．３５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１５８２８９．２２亿

元、专项债务余额限额２１８１８５．０８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预算由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编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目前尚在汇

总中，本报告中地方收入预计数和支出安排数均

为中央财政初步代编数。

根据预算法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本预算草案前，可安排下列支

出：上年度结转支出；参照上年同期的预算支出

数额安排必须支付的本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项目

支出，以及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法律规定

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以及用于自然灾害等

突发事件处理的支出。根据上述规定，２０２２年１

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５２１７亿元，其中，中

央本级支出１８２１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１３３９６

亿元。

三、扎实做好２０２２年财政

改革发展工作

　　（一）严格贯彻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坚持预算法定，认真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

例规定，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强化预算约

束。增强政府预算收支完整性，加强部门和单位

各项收支管理，提升财政资源统筹能力。推进预

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不同行业、不同

地区、分类分档的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实施项目

全生命周期管理，健全项目预算分年安排机制，

推动跨年度预算平衡。完善转移支付评估调整机

制。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将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作为预算绩效管理重点，提升

绩效目标和指标质量，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和信息公开，加快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

建设，强化对预算管理的支撑。

（二）确保减税降费及时落实到位。

精心组织实施减税降费，加强部门协作，强

化政策宣传，简化办税程序，优化纳税服务，帮

助市场主体用好用足税费支持政策，根据市场主

体等各方面意见和政策执行情况，及时评估调整

完善。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畅通违规涉企收

费等举报查处渠道，依法打击偷税骗税，坚决查

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侵害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的行为。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加强分配

方案备案审核，健全监管制度，更好支持地方落

实减税降费。各地要统筹中央转移支付和自有资

金，推动财力下沉基层，确保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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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实到位。

（三）推进财政法治建设。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 《法治政府

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完善财政领

域法律和行政法规体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财政

改革发展工作，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

加快推进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立法，推进修

订政府采购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推动

出台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条例。推进编制并公布财

政部权责清单，强化对财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健全财政行政执法管理制度，完善执法程序，落

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

动优化营商环境。

（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强部门

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强化预算约束和政府投资

项目管理，始终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支持地方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防

范 “处置风险的风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支持部分有条件的地区稳妥推进全域无

隐性债务试点，研究完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长效机制。对违法违规举债融资的严肃追责问

责，以强有力问责形成震慑。推动地方融资平台

公司市场化转型。认真落实 《关于加强地方人大

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意见》，自觉接受人大全

口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管。

（五）强化财会监督。

加强对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的跟踪监督检查，推动重大财税政策落实到

位。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加大会计信

息质量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力度，通报

典型，以案释法，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完善监

管法规制度，构建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和举报受理

平台，深化行业诚信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健全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强财会监

督人才队伍建设，用好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强

化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

力，提升监管水平。

（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

见，提高预算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

和预决算透明度。加强财政决算管理，稳妥推进

决算草案按经济分类编报项目支出。优化税制结

构。继续推进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改革，研究完

善相关品目消费税政策。继续深度参与应对经济

数字化税收挑战国际规则制定。推进省以下财政

体制改革，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政府

财务报告制度框架，做好编制中央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相关工作。强化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健全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约束机

制，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完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及所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扎实做好国有资

产综合报告工作。

（七）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预算审查监督。

认真落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研究出台贯

彻实施的意见。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

关预算决议和审查意见，及时报告财税改革和财

政重点工作进展，持续加强和改进财政预算管

理。做好与代表委员日常沟通交流，认真研究代

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把办理建议提案同完善

政策、健全机制、改进工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

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大审计

查出问题整改力度，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加强跟

踪督办，保证公共资金、公共财产安全，确保惠

企利民政策落实到位。

各位代表：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我们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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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

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自觉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全国政协的

意见建议，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扎实做好财政

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

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和 《２０２１年全国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２年全国预算

（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

对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

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作

了进一步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

作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

总 体 良 好

　　根据国务院报告的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一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０２５３９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５％，加上调入资金和使用

结转结余，收 入 总 量 为 ２１４２５２ 亿 元；支 出

２４６３２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５％，加上补充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量为２４９９５２亿

元；收支总量相抵，全国财政赤字３５７００亿元，

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预算持平。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１４６２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２．２％，加上调入资金，收入总量为９３３９７

亿元；支出１１７２６６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６％，

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量为

１２０８９７亿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

２７５００亿元，与预算持平。二是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９８０２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３．７％，加上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等，收入总量为１３４８５４

亿元；支出１１３６６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８６．６％。

三是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１８０亿元，为

预算的１３３．６％；支出２６２５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９．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２３３６亿元。四是全

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９４７３５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６．２％；支出８７８７６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１．７％；

本年收支结余６８５８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０１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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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２０２１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２３２６９７亿

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１３７７０９亿元、专项债

务余额１６６９９２亿元，都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

务余额限额以内。预算草案中对有关预算执行情

况作了说明。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有关决议

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

增效、更可持续，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 “六保”任务，有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实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

同时也要看到，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还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有的预算编制

还不够规范、不够细化，预算执行不够严肃；部

分支出结构固化问题仍较突出；部分财政资金使

用绩效不高，绩效结果运用还需进一步强化；一

些地区政府债券重发行轻管理，有的地方存在虚

假化解隐性债务问题；部分基层财政运行存在一

定困难，“三保”支出压力较大；一些地方违规

兴建楼堂馆所、一些企业财务造假等现象时有发

生；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快。

这些问题要予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有效

措施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２年预算报告和

预算草案总体可行

　　国务院提出的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一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１０１４０亿元，比

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数增长３．８％，加上调入资金和

使用结转结余，收入总量为２３３４２５亿元；支出

２６７１２５亿元，增长８．４％；全国财政赤字３３７００

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４８８０亿

元，增长３．８％，加上调入资金，收入总量为

１０７５４５亿元；支出１３４０４５亿元，增长１４．３％；

中央财政赤字２６５００亿元。二是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９８６３７亿元，增长０．６％，加上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收入等，收入总量为１５１９９１亿元；

支出１３８９９１亿元，增长２２．３％，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９０００亿元。三是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５１２８亿元，下降１％，加上上年结转收入，收入总

量为５７９２亿元；支出３５２０亿元，增长３４．１％，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２２７２亿元。四是全国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１００２７４亿元，增长５．８％；支出９２４１３

亿元，增长５．２％；本年收支结余７８６１亿元，比上

年增加１００２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０９２５６亿元。中

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２６７００８．３５亿元；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余额限额１５８２８９．２２亿元，专项债务余额限

额２１８１８５．０８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２０２２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符合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符合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

求，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收支

政策、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基本协调匹配，

对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挑战作了认真分析和相应

安排，符合预算法规定，总体可行。

三、建议批准２０２２年预算

报告和中央预算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

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２２年中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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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同时批准２０２２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限 额 １５８２８９．２２ 亿 元、专 项 债 务 余 额 限 额

２１８１８５．０８亿元。

依据法律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依照国务院下达的债务限额举借的债务，依

法列入本级预算草案或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

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将地方预算汇总后依

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四、做好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和

财政工作的建议

　　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

年，做好财政预算工作意义重大。要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保证财政

支出强度，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继续做好 “六稳”、“六保”工

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做好２０２２年预算执

行和财政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增强财政政策效能和可持续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靠前发力，进一步

细化各领域目标任务和预算安排。大力支持推进

基本民生、技术改造、新型基础设施和国家 “十

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畅通财政政

策传导机制，引导和改善市场主体预期。精准实

施减税降费政策和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确保落

地见效。严格依法加强收入征管，坚决查处乱收

税费问题。加大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农民工

工资、扶贫项目工程款等工作力度。财政政策要

兼顾需要和可能，确保财政资金持续发挥作用。

财政政策同其他宏观政策之间要形成合力，引导

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和民生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

双升级。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财政政策制

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人大代

表、人民群众意见建议。

（二）进一步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

障。做好财政科技资金保障，加大中央财政对基

础研究支持力度。落实好科研成果转化财税制

度。适当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财政补助标准，

开展重大种子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试点，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支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

行和维护，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对

老少边和困难地区财政支持力度。加大税收、社

保、转移支付等精准调节力度，推动实现共同富

裕。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机制，完善财

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研

究出台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意见。综

合运用财政资金引导、税收调节、市场化多元化

投入、政府绿色采购等政策措施，做好对重点方

向和领域的财政保障工作。

（三）进一步做好重点民生保障工作。管好

用好就业补助、失业保险基金，完善支持灵活就

业、新就业形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优化财政教

育支出结构，重点保障义务教育、普惠性学前教

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县域高中

改善办学条件投入。健全多渠道筹集义务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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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继续支持常态化疫情

防控、疫苗接种、药物研发等工作。推进基本医

疗保险省级统筹和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积极

稳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强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提升财政住房保障资金

效能，发挥撬动社会资本作用，大力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加大对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的投

入。

（四）进一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着力提高债务资金

使用效益。合理确定一般债务与专项债务规模结

构，对专项债券项目开展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

压实使用债券资金地方和单位的还款责任。落实

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妥善应对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及时向本级人大报告债务风险情况。

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抓实化解存量隐性债

务。严肃查处债务资金管理中的腐败问题。

（五）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严格按照人大

批准的预算执行，严格控制预算调剂。落实党政

机关过紧日子要求，继续压减非必要、非刚性支

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对预算编制的

宏观指导。建立健全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制度。加快建立税式支出制度。深化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改革，逐步实现将国有资本收益在一本预

算中列示。做好２０２２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

报告工作。科学界定财政补贴功能定位，规范财

政补贴制度。增加部门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试点数量，推动绩效目标与评价结果公开。建立

完善绩效激励约束机制，压减低效支出、取消无

效支出。２０２２年编制中央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进一步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准备工作。

（六）进一步推进财税改革和税收立法。落

实好已出台的重点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出台实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意见。

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优化消费税税目税率设计，推进消费税征收

环节后移改革并稳步下划地方。健全地方税体

系。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抓紧研究完善税收

管理制度。积极推进增值税法、关税法等税收立

法工作，２０２２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七）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健全完善财会

法律制度。加大对虚假财政收支、财务造假、违

规举债等行为的财会监督力度。重点围绕重大政

策措施落实和中央基建投资项目、地方政府债

务、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加

强审计监督。持续探索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

进一步落实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提高整

改质量和效率。加大整改结果公开力度，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加强审计监督、财会监督与人大监

督、纪检监察监督等的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

力。

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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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栗战书委员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

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深刻认识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发

挥人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履职、担当尽责，保证

宪法全面贯彻实施，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增强监督工作的针

对性、实效性，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做好人大对外工作，按照 “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加强自身建

设，不断提升新时代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积极贡献，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各位代表：

现在，我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工作

２０２１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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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年。我们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制定党的第三个历

史决议；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正式宣布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

强烈的责任担当，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

就，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彰显了党

领导１４亿多中国人民凝聚起来的磅礴力量，彰

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激励

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

２０２１年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上也具有

特殊重要意义。党中央首次召开人大工作会

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深刻揭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制度成果，系统论述

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明确提出了

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

主要任务。党中央印发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

见。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紧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紧扣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依法履

职，担当尽责，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相关法，维护宪法的最

高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宪法承载着我们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承载着１４亿多中国人民共圆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常委会

的法定职责和光荣使命。

贯彻实施宪法，需要宪法相关法不断完善和

发展。制定监察官法，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领

导，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监察官队伍。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大

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办法，健全完善

军队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起草并审议关于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草案。启动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修正草案

已经常委会初次审议。起草并两次审议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

案，提请本次大会审议，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

力，一定能够把这部法律修改好，为地方人大和

政府更好履职尽责提供法律支撑。

以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基础，健全特

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更好落实中央全

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根据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相关决定，行使全国人大授

予的立法职权，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这两个附件的修订，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

通过重构并赋权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建

立健全有关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等，形成一套符

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新

选举制度使爱国者治港稳稳落地，从政治上、制

度上根本性地推动香港形成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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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真正落实 “一国两制”的良政善治，迎来了

支持和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并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的全新局面。起草并审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两个办

法草案，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

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审

计法等法律修改过程中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阐

释宪法制度的内涵和精神，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依法主动审查行政法规１６件、监察法规１件、

地方性法规１４６７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８７

件、经济特区法规４０件、司法解释２５１件、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律４２件、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

１７件；研究处理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

６３３９件；审查研究有关部门移送的１４１件审查

工作建议；集中清理长江保护、行政处罚、人口

与计划生育等３个方面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有重点地开展专项审查，共推动制定机关修

改、废止法规和司法解释１０６９件。专题调研设

区的市地方立法工作。推动设区的市、自治州人

大常委会普遍建立听取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制

度，支持部分省 （区、市）建设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数据库。为了更好监督宪法法律实施，制定

备案审查衔接联动的工作规定，修订备案审查工

作规程，成立备案审查专家委员会，按照 “有件

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纠正违宪

违法行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落实宪法宣誓制

度，组织５次宪法宣誓仪式，２２名常委会任命

或决定任命人员进行宣誓，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

宪法意识、宪法理念。以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主题，举行第八个国家

宪法日座谈会，推动全社会深刻认识我国宪法的

鲜明特征、本质属性和巨大功效。

二、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快立法修法步

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法律

保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艰巨繁

重，各领域立法需求多、要求高。常委会坚持科

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在确保质量的前

提下加快立法工作步伐。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以高质量立法服务高质量发展，这是

人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体现。制定乡村

振兴促进法，修改种子法，起草并初次审议畜牧

法修订草案，健全乡村振兴的制度措施和体制机

制，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修订科学技术

进步法，突出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完善国家创

新体系，推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初次审议反垄

断法修正草案，起草并两次审议期货和衍生品法

草案，支持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起草并初次审

议公司法修订草案，实质性新增和修改约７０条。

制定印花税法，适当简并税目、降低税率，至

此，现行１８个税种中已有１２个制定了法律。两

次审议并通过审计法修正草案，强化审计监督手

段，依法构建审计监督体系。配合 “证照分离”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消

防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广告法、草原法、民

用航空法、海关法、食品安全法。按照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制定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

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在营商环境创新

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计量法有关规定、在部分

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和授权上海市人

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等４个决定，确

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法律是国家安全的制度基石。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加快构建国家安全领域法律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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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届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定数

据安全法，提升国家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起草并

审议通过陆地国界法，依法规范陆地国界的划

定、勘定、防卫、管理和建设等活动。修订海上

交通安全法。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健全完善反制

裁、反干涉、反制 “长臂管辖”的法律制度。根

据这部法律，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

涉中国内政，损害我国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益的

行为，我国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坚决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保护我国公

民、组织的合法权益。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制

定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修订兵役法、军事设

施保护法，作出关于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期间

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现

役士兵衔级制度等两个决定，以法律制度保障强

军目标的实现。

加快生态文明领域的立法，为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保护划定法治红线。制定湿地保护法，强

化湿地保护和修复，维护生物多样性。针对噪声

污染涉及面广、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制定噪声

污染防治法，维护人民生活环境和谐安宁。召开

黄河保护立法座谈会，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

同推进大治理，提前介入、加快立法进程，黄河

保护法草案已进行初次审议。经过深入调研论

证，拟订黑土地保护法草案并进行初次审议，用

法律手段保护黑土地这一 “耕地中的大熊猫”。

指导云贵川三省开展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

河北省开展白洋淀保护立法，推动流域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补齐民生

保障法律短板。推进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

修法工作，制定医师法，初次审议突发事件应对

管理法草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修改教育

法，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两次审议职业教育法

修订草案，推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促进未成

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起草

并初次审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回应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维护公民在网

络空间的合法权益。起草并初次审议妇女权益保

障法修订草案，对妇女权益保障中的突出问题深

入调研，在预防性保障、侵害处置、救济措施、

责任追究等方面完善相关规定。制定反食品浪费

法、法律援助法，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全

生产法、工会法，初次审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

订草案，起草并初次审议体育法修订草案。

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确认司法体制改

革成果。坚持预防治理与打击惩治并重，制定反

有组织犯罪法，推动依法开展常态化、机制化扫

黑除恶。在常委会授权开展的试点工作期满之

际，全面总结改革经验，修改民事诉讼法，确认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成果，完善司法确认

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提高司法效

率，促进司法公正。作出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

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

决定。作出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推动

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

一年来，制定法律１７件，修改法律２２件，

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１０件，正

在审议的法律案１９件，决定批准双边条约和加

入国际公约６件，与时俱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及时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要求，及时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

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

三、强化监督力度和实效，监督 “一府一委

两院”依法履职，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

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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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监督职责，统筹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推

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

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实施，确保各国家机关都在

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确保行政

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坚

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听取、审议

３１个报告，检查６部法律实施情况，进行２次

专题询问，开展７项专题调研，作出１项决议。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委员会是

开展监督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围绕常委

会确定的监督项目特别是１２个专项工作报告和

７项专题调研，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认真履

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推动了党和国

家重大战略、重大任务、重大工作的贯彻落实。

在经济领域，常委会听取审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定期分析经济形

势，跟踪监督经济运行情况，确保大会批准的计

划全面贯彻落实。听取审议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关于建设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围绕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情况、发挥海

外侨胞在共建 “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专

题调研。在生态环保领域，听取审议关于２０２０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研究处理土

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

告，关于长江流域生态环保工作、雄安新区和白

洋淀生态保护工作等报告，专题调研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情况。在社会事业

领域，听取审议关于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法实施

情况、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专题调研促进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开展民族法治建设研究，持续推进依法治理民族

事务。

认真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减税降费举

措、支持科技创新、 “过紧日子”等要求，做好

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听取审议关于２０２０年中央

决算报告，审查批准中央决算，突出绩效导向，

扩大重点项目绩效评价范围，涉及金额达到１．７

万亿元。听取审议关于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跟

踪监督２．８万亿元中央财政直达资金下达和使用

情况。听取审议关于２０２０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的报告、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情况的报告。跟踪监督政策执行，监督政府

有关部门查处解决违规返还税收收入、政府盲目

举债、侵占挪用生态环保资金等问题，保障财税

政策落实见效。推进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初

步实现横向跨部门、纵向跨层级的工作协同和数

据共享。推进预算工委基层联系点建设。

开展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和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监督，是本届以来党中央赋予人大的新

职责新要求。听取审议关于财政交通运输资金分

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开展财政补贴管理与改革

情况专题调研，推动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社会

保障、卫生健康、乡村振兴等支持政策落地，确

保财政支出重点支持和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连续４年审议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年度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加快推进国资联

网监督工作。制定关于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人大监督评价指标体系的意见，首次听取审议

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推

动国务院基本摸清全民所有的１１类主要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家底，实现了企业国有资产、金融企

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四大类别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全覆盖。

这些监督，起到了防止国有自然资源遭受损害、

国有资产遭到流失的作用。国务院审计部门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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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国有资产审计情况专项报

告。修订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

定、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构建预算审查、

经济工作监督的长效机制。推动出台和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

意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坚持依照法定

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逐条对照

法律条文开展执法检查。检查企业破产法、中医

药法、畜牧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公证

法、消防法６部法律的实施情况，共有２３个检

查小组分赴各省 （区、市）实地检查，委员长会

议组成人员分别带队，常委会委员和专门委员会

成员１３３人次、全国人大代表６６人次参加执法

检查工作。常委会会议听取审议了６个执法检查

报告。在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

时，首次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共有

１３个省 （区、市）的２４０名代表参加。结合联

组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做好法律实

施情况评估，统筹做好执法检查和法律宣传普

及，在 “学习强国”平台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答题活动，共约３２００万人参加，推动法

律全面有效贯彻落实。在检查企业破产法实施情

况时，充分运用法律评估和大数据分析，与关联

法律分析相结合，为更好实施法律、修改法律提

供依据。

加强监察、司法工作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开展推进监察监督全覆盖情况专题调研，增

强监察监督的有效性。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专利等知

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决定实施情况的报

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

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关于 “七五”普法决议贯

彻落实情况的报告，通过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

治宣传教育的决议，为实现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

纲要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提出的到２０２５年 “八

五”普法规划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等目

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使发挥代表

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

人民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常委会遵循和把握代表工作

规律，不断提高代表工作水平，密切国家机关同

人大代表的联系，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发挥代表作为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作用。

提出议案和建议，是代表行使权利、依法履

职的重要内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

表提出的４７３件议案，已由相关专门委员会全部

审议完毕，其中９０件议案涉及的３０个立法项目

已审议通过或正在审议，１７６件议案涉及的６８

个立法项目已列入立法规划或计划。大会期间代

表提出的８９９３件建议，统一交由１９４家承办单

位研究办理并全部办理完毕；闭会期间代表提出

的２６５件建议，交由９８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并

逐一向代表反馈办理情况，推动解决了一批实际

问题。代表对建议办理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的达９７．９３％。

加强与代表的联系，把常委会工作建立在坚

实的民意基础之上。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有１５６

位直接联系４３９名基层代表。专门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也建立了联系代表的机制。邀请１５０余人

次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列席代表座谈会，

代表在座谈会上提出的７８条意见建议均及时办

理并逐一向代表通报。２００多人次代表应邀参加

常委会立法调研、起草、论证、评估等工作，湿

地保护法、体育法等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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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律草案专门征求相关领域代表的意见。

３００多人次代表参加常委会执法检查、专题调

研、计划和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

对外交往等工作。

积极做好代表活动的保障工作。共有１６００

余人次代表参加集中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

百余篇调研报告。共４７３名代表参加国务院及其

有关部门组织的督察和座谈，４７１名代表参加最

高人民法院开展的视察调研、旁听庭审和会议座

谈等活动，４６５名代表参加检察机关组织的视察

和会议。组织香港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

式，视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情况。组

织澳门全国人大代表赴海南调研自由贸易港建设

情况。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的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围绕 “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监管情况”

等开展联合调研和视察。

加强代表履职能力建设。组织全国人大代表

专题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现场或视频收看建党百年庆祝活动，

港澳全国人大代表分别前往革命旧址参观学习，

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活动。建成全国人

大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举办６期专题学习班，共有５８２４人次代表

参加学习。代表在履职活动中，忠实代表人民利

益和意志，展现了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

为人民”的责任担当，提出的议案、建议装着满

满的民意，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有完整

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最广

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贯彻落实新修改的选

举法，常委会加强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

导，做好选举相关工作。目前，新一轮县乡人大

换届选举已基本完成，全国１０亿多选民直接选

举产生２００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

五、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外交目标任务，推进

人大对外工作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拓展人大对外工

作方式，共举行双边视频活动１２７场，线上出席

国际会议７５场，进行通话交流２１场，开展线下

外事活动３５场，外交信函往来近８００件。

落实国家元首外交共识，积极开展高层交

往，深化立法机构双边交流。举行中俄议会合作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首次举办中俄立法机构地方

合作会议，同俄罗斯联邦会议有关委员会、青年

议员开展交流，助推新时代中俄关系高水平发

展。同６３个国家议会进行线上线下交流，通过

１３２个友好小组平台与各国议会互致信函，争取

在有关重大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增进政治互

信，促进务实合作。就涉疆、涉藏、涉港、涉

台、涉海、涉疫和人权等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

场，坚决同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进

行斗争，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

积极参与议会多边活动，推动形成更多体现

中国特色、中国方案的多边成果。参加第五次世

界议长大会、第四次六国议长会议、第七届二十

国集团议长会议、“议员在巩固国际和平与信任

中的作用”议会领导人会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议会大会、金砖国家议会论坛、各国议会联盟大

会及相关会议、亚太议会论坛、亚洲议会大会、

东盟各国间议会大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友好组

织领导人线上会晤，面向中亚、非洲国家议会举

办３期地区研讨班，巩固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主

动发出中国声音，推动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

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共建 “一带一路”、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团结抗疫、可持续发展等中

方重大理念倡议写入会议成果文件，坚定维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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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不少国家

议会、议长、议员高度评价中方在全球抗疫中的

贡献、承诺和行动，支持中方秉承科学精神、团

结合作抗疫的立场。

加强对外宣介工作。利用双边多边外交舞

台，积极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介绍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通过常委会发言

人、外事委发言人、法工委发言人等机制正声辟

谣，阐释法律问题，进行法律斗争。依托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实践，生动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念。３０多位基层人大代表参与人大外事活动，

讲述自己参加行使国家权力、服务人民利益的履

职故事，真实立体地呈现中国道路、中国制度、

中国成就。

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坚持人大常

委会基本定位，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

坚持政治坚定、尊崇法治、发扬民主、服务

人民、运行高效，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

力机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

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

关。

切实加强理论武装。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和国家指导思

想，确保人大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发挥常

委会党组的政治领导作用，召开１７次常委会党

组会议，举办常委会党组集体学习、常委会专题

讲座，及时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史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精神，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进行专题学习，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第四次交流会。建立常

委会党组定期听取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党建工作汇

报的制度，全面加强专门委员会党的建设。

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落实到人大立法、监

督、代表等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完善人大

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

集民智的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商，

把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

中。建立２２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其中增设１２

个，覆盖全国三分之二省份，带动省、市两级人

大常委会建立立法联系点４７００余个。增加法律

草案征求意见系统和法规审查建议受理平台链

接。３４件法律草案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

见，共收到１０８２２１人次提出的４７５２４５条意见。

各地共有２２万多个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

职平台，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就近参加履职活动的

有效途径。完善人大信访工作机制，用好各级信

访平台和数据，信访总量１０５９５６件次，其中网

上信访平台受理１２２０７件次。

健全常委会运行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人大

主导立法工作的程序和机制，常委会审议的６８

件法律草案、决定草案中，由相关专门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牵头起草的有３４件，占总数的一半。

由其他部门或单位负责起草的法律草案，人大提

前介入，做好组织协调，发挥审议把关作用。出

台关于加强立法调研工作、改进法律草案征求部

门和地方意见工作等实施意见。制定常委会执法

检查工作办法，引入法律评估、大数据分析、关

联法律分析方法，规范执法检查工作流程。出台

关于完善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期工作流程、

加强专门委员会调研成果转化的研究意见。完善

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机制，强化综合分析和跟踪

督办。健全代表学习培训制度。专门委员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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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委员会根据新修改的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完善

委员会议事程序、工作规则。适应数字时代对人

大工作的新要求，开通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及微

信小程序，建设好运用好 “全国人大日历”数据

库，提升大会网络视频会议、 “云听会”质量。

共召开７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各类议案、报告

１８９件次，会议出席率超过９５％。召开２５次委

员长会议，每逢单月增加一次委员长会议，专门

研究讨论拟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的法律草

案。

全面推进全国人大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工

作。健全机关党的建设各项制度机制，支持机关

党组、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充分发挥作用，强化

政治机关意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机关服务和保障常委会履职的

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中央巡视整改落地见

效。

认真做好人大新闻宣传和理论研究工作。委

员长会议组成人员牵头，组织开展人大制度理论

和人大工作专题调研，形成了６０多篇研究成果，

为党中央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出台重要文件做好

服务保障。举行第２７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

会，深入总结交流人大立法理论和实践。召开长

江保护法、生物安全法、乡村振兴促进法、家庭

教育促进法实施座谈会，推动新出台法律的宣传

普及、全面实施。发挥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

作用。办好大会 “代表通道”、“部长通道”、“中

华环保世纪行”等集中采访活动。创新人大宣传

工作方式方法，推进 “刊做深、网做大、微信做

活、微博做精”，深化 “刊网微端”融合发展，

升级上线中国人大网英文版，讲好中国故事、人

民当家作主的故事。建设好全国人大网络学院，

上线各类课程７１１０门、涉及６２０个专题，现有

参学人员７２９７名，包括２５３９名全国人大代表、

３０９１名地方人大负责同志，总点播量约２１５万

次。

一年来，常委会工作最大的启示，归结到一

点，就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

来，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党领导国家

政权机关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作为实现我国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确保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方向发展，确保人

大工作沿着党中央确定的道路前进。

各位代表！

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代表、常委

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以及全国人大机关

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结果，是国务院、国家监察

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密切配

合的结果，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大力支持

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与、充分信任的

结果。在此，我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感

谢！

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在工作中还有差距和不

足，主要是：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需要进一步提

升，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

分；监督工作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提升，监督工

作成果转化运用的制度机制还不够完善；服务代

表依法履职的工作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办理代

表议案、建议过程中与代表的沟通交流还不够深

入。常委会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将不断加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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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改进提升工作质量和水平，切实担负

起宪法法律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

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２０２２年，我们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这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

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新的一年里，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全

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

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按照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部署，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推动立法、监督、代表、对外工作高质量发

展，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切实提升人大工作质

量和水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一、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推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

传贯彻，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的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热情传递下去，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运用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建设之中。全面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逐项抓好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重点任务的落实。开展中央人大

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培训。在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

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主动谋划涉外斗争的法律

武器，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维护国家安

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主动担当作为，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以人大工作的实际成效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

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作出应有贡献。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要切实抓好会议精神的学习

贯彻落实。

二、用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

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修改立法法、各级

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

国务院组织法、行政复议法。落实宪法解释程序

机制，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加强对宪

法实施的监督检查，拓宽宪法监督渠道，健全合

宪性审查制度，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维护国

家法治统一。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落实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总结现行宪法实

施４０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开展宪法法

律宣传教育，阐释好中国宪法理论。

三、增强立法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根据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安排审议４０件

法律案。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制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能源法、期货和衍生品

法、关税法等税收法律，修改公司法、企业破产

法、反垄断法、铁路法、矿产资源法、畜牧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加快推进民生、社会、环保

领域立法，制定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法、黑土地保护法、社会救助法、学前教育法、

民事强制执行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修改体育

法、职业教育法、学位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

慈善法、科学技术普及法、文物保护法、民事诉

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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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制定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粮食安全保障法，修

改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充实涉外法

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

系。做好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协定以及加入

国际条约的决定批准工作。把改革发展决策同立

法决策更好结合，做好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等工

作。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继续开展法典编纂

工作。发挥好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使

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

四、认真做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根据年度监督工作计划，预安排３２个监督

项目。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听取审议关于计划

执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数字经济发展、金融工作等情况的报告，检

查乡村振兴促进法、科学技术普及法、外商投资

法实施情况。围绕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管理与改革等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做好预算决

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听取审议关于

中央决算、审计工作、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财政社保资金分配和使用等情况的报告，

结合听取审议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开展专题询问，对完善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个

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专题调研。围绕保障和改善民

生，听取审议关于就业工作、儿童健康促进工

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面健康发展、老龄工作

等情况的报告，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

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行专题调研。围绕

生态文明建设，听取审议关于环境状况和环保目

标完成情况、研究处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检查环境

保护法、长江保护法实施情况，并结合审议环境

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加强对执

法、监察、司法工作的监督，听取审议关于非法

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情况的报

告，围绕监察机关推进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

规化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听取审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涉外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健

全监督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紧盯突出问题，强

化跟踪问效，提高监督的科学性、精准性，增强

监督刚性和实效。

五、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扎实做好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有关工

作，把好代表 “入口关”，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

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加

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深入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

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的具体措施，紧紧依靠代表做

好人大工作。统筹承办单位高质量、高效率办好

代表议案建议，推动建立代表建议答复承诺解决

事项台账，完善代表建议重点督办机制。深化代

表对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参

与，推动 “一府一委两院”加强和改进联系代表

工作。丰富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建

立健全代表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的处理反馈机

制。提高代表培训工作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

水平，办好４期县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学习班。推

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建设和应用，使

之成为代表学习平台、履职工作平台、联系群众

服务支撑平台。加强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推进代

表履职档案规范化建设。

六、认真做好人大对外工作

以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重大外交行动成果为

首要任务，加强与外国议会和国际及地区议会组

织的交流，推进与重点国家和地区大国议会的合

作，巩固和深化多层次、多渠道对外交往。促进

对外工作与外宣工作深度融合，增强人大对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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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针对性、实效性。丰富和完善涉外法律斗争的

内容和形式，充分发挥发言人机制作用。

七、按照 “四个机关”要求加强常委会自身

建设

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进一步加强人

大常委会 “四个机关”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切实加强机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和人大舆论宣传工作。做

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加强机关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加强与地方人大的联系，提升

人大工作整体实效。

各位代表！

在新的奋斗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正确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团

结奋斗、笃行不怠，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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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作的工作报告。会

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２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认识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自觉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审判机关职能作用，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健全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巩固提升审判执行质

效，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扎实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

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责任，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２０２１年主要工作

２０２１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

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

入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

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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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３３６０２

件，审结２８７２０件，制定司法解释２４件，发布

指导性案例３１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

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３３５１．６万件，审结、执结３０１０．４万件，

结案标的额８．３万亿元。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为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

保障。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各类犯

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１２５．６万件，判

处罪犯１７１．５万人。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

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

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资助危害国家

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审结网络传

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

９．２万件，维护互联网安全。严惩危害生物安全

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

罪案件４．９万件。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惩治涉枪涉

爆犯罪意见，审结相关案件９９８４件。审结毒品

犯罪案件５．６万件，严厉打击走私、制造毒品等

源头性犯罪。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５４１

件。审结袭警犯罪案件４５８６件。严惩暴力伤医

犯罪，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正常医疗秩序，为医

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人民法院

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

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

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

坚决捍卫公平正义。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审结涉疫犯罪案件

９６５３件。对故意隐瞒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违规

接诊发热患者、伪造售卖核酸检测报告、“涉疫

偷渡”等犯罪严惩不贷。会同海关总署等发布打

击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见，严惩走私冻品犯罪，

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常态化扫黑

除恶机制，防止黑恶势力 “死灰复燃”。加快案

件清结，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３４０９件１８３６０

人。推进黑财清底，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

收违法所得４０５．７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

基础。推进专项整治，发出相关司法建议３８１６

份。巩固整治 “村霸”、 “沙霸”、 “菜霸”、 “路

霸”等成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

案件２．３万件２．７万人，秦光荣、王富玉等１４

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彰显党中央正风肃纪、

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依

法追缴行贿非法获利，斩断 “围猎”腐蚀、权钱

交易的利益链条。加大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

度，实际追缴到位５９６．６亿元。境外不是法外，

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

没收外逃人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

得，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虽远必惩，让其人财两

空。

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加强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破坏种质资

源等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审结乱占耕地案件

７２５１件，涉及耕地３１２万亩，依法惩治农村侵

占耕地犯罪，保护耕地红线。辽宁、吉林、黑龙

江法院严惩污染、盗采黑土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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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民生安全底线。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等犯

罪案件２０３１件，维护群众生产安全。审结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６００２件，依法严惩制售

“病猪肉”、“毒草莓”、 “毒面膜”等犯罪行为，

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用药安全。严惩医保骗保犯

罪，依法对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加重惩罚，

守好百姓 “看病钱”、“救命钱”。审结高空抛物、

偷盗窨井盖等犯罪案件２９６件，高空抛物致人伤

亡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群众头顶上、脚底下安

全更有保障。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３４．８万件，

维护群众出行安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

结相关案件７．９万件１４．９万人，对 “５·０９”特

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５９０名被告人判处刑罚。

严惩 “以房养老”、 “投资养老”、保健品坑老、

兼职刷单、套路贷、校园贷、美容贷等花样翻新

的诈骗犯罪，助力打好反诈人民战争，维护群众

财产安全。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时代，个人信

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认真贯彻个人信息

保护法，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

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 ４０９８ 件，同比上升

６０．２％。依法从严惩治行业 “内鬼”泄露个人信

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

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 “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

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

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

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

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台人脸识

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

众不再为自己的 “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

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

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

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５１１名公诉案件被告人

和３８３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

受刑事追究，还无罪的人清白。会同司法部完善

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

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全覆盖。与全国律协召开座谈会，健全工作

机制，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促

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师服务平

台为３３万名律师提供在线立案服务２４４万件、

案件排期避让提醒４０万次。坚持实事求是、有

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２２１５件。出台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

解释。司法救助４万人，发放救助金９．２亿元。

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

严，对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

利益的，依法严惩不贷。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

务就跟进到哪里。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

１５７４．６万件、行政案件２９．８万件，同比分别上

升１８．３％和１２％。

持续服务 “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

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纠

纷，审结涉疫民商事案件１４．２万件。出台助力

中小微企业发展２０条实招硬招，着力解决挤压

生存发展空间、拖欠账款、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

侵害中小微企业权益问题。天津、江苏、河南、

重庆等法院运用 “滚动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额

资金冻结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冲击。辽宁法院

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

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 “两个毫不

动摇”，落实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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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意见，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

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审理

涉国资国企案件，助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

调整，服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产权司法保

护，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３０件３９人，坚

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发布１７件产

权保护典型案例，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依法破除对民营企业在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设

置的门槛，清理涉民营企业积案。辽宁、吉林、

黑龙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产经

营影响评估机制。审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案件

２．１万件，服务深化 “放管服”改革。山西、内

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贵州等法院着力推进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河北、江西、山东、

陕西、甘肃等法院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

务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５４．１万件，同比增长１６．１％，保护创新、激励

创造。审理涉５Ｇ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

高新技术案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

果保护。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的判断标准，激

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对科研人员已尽勤勉义务

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的，合理界定法律责任，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着力破解

知识产权维权 “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

高”等难题。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

释，在８９５件案件中对侵权人判处惩罚性赔偿。

依法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决和临时禁令

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损害扩大，不让权利人赢了官

司输了市场。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支，对恶

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说 “不”。我国已经成为审

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

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在服

务创新发展中作用愈来愈显现。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

竞争司法，审结垄断案件４９件、不正当竞争案

件７４７８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服务数字

经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审理平台 “二选一”、

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妨碍公

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审理 “茶颜悦色”

奶茶诉 “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案，对傍名牌等

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明确 “青花椒”等

“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

驳回。

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审结破

产案件１．３万件，涉及债权２．３万亿元，促进企

业优胜劣汰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破产

审判 “积极拯救”和 “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

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

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促进完善破产法律制

度。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让依法经

营、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可以从头再来，个人破产

制度实践迈出重要一步。审结破产重整案件７３２

件，盘活资产１．５万亿元，让７４５家困境企业再

获新生，３５万余名员工稳住就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依法严惩金融证券

犯罪，审结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洗

钱等犯罪案件１．３万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

１５５．３万件，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不良资产

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有力推动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康美药业案，严惩证券

违法犯罪，支持陷入债务危机企业重整再生。依

法否定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变相高息等行为效

力，引导民间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北京金融法院

建设金融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提出保障 “北交

所”２５条举措，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

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立金

融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年度发布机制，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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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旗帜鲜明保护

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存。河北法院审理长城保护公

益诉讼案，一体化保护长城遗迹和历史、环境风

貌。江苏法院完善大运河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河

道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福建法院在世界遗产

地、历史文化街区等设立巡回法庭，保护文化根

脉传承。贵州法院发出传统村落司法保护令，守

护乡愁记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审结一审环境资源

案件２６．５万件。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

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审理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

益诉讼案，贯彻 “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

浙江安吉法院 “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

“两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生

态法庭联动，共同守护 “中华水塔”。落实谁污

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

偿专项基金制度，江苏、江西等法院委托第三方

监管，保障生态修复资金专款专用。出台贯彻长

江保护法实施意见，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

山东法院与执法机关协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

污染，保护黄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国

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建设，广东法院审理

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福建法院推行 “碳汇”认

购等替代性修复方式，依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

会，通过 《昆明宣言》，促进凝聚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服务北京

“两区”建设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

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滨海

新区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

展。完善涉冬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涉

京张高铁项目等纠纷，助力办好简约、安全、精

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法院推进执行跨区联动、信息全域共享、服

务标准协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建设金融

审判创新试验区等２１条举措。完善落实对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服务措施。完

善支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司法政策，服

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意见，重庆、四川法院围绕知识产权、

环境资源、跨域诉讼服务唱好司法协作 “双城

记”。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

准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助推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

案件２．１万件、海事案件１．４万件。贯彻对外开

放基本国策，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

益。海南法院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

捕捞水产品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

态修复费用，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

控。广西法院高效处理 “艾丽肯”号外籍货船诉

前保全案，外方当事人主动将约定的外国仲裁变

更为我国法院管辖。随着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日

益提升，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司法管辖日益

增多。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库收录涉疫情涉外

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收录我国司法案例已达

３６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司法合作国

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

大法官论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

设，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结破

坏军事设施、泄露军事秘密、破坏军婚等涉军犯

罪案件４６６件，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会同退

役军人事务部推进设立 “老兵调解室”，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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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推广河南法院涉军维

权 “信阳模式”。军事法院发挥涉军维权服务平

台作用，维护官兵权益。推进军事行政审判试

点，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审理侵害英烈名誉荣

誉、亵渎英雄墓碑等案件，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

制裁，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

一信号，及时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保障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实施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让民事

权利保护进入法典时代。适用民法典审理一系列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第一案”。审理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顺利进行，促进邻

里团结和睦。审理好意同乘减轻责任案，鼓励互

帮互助，增进社会互信。审理多起居住权案，保

障困难群众生活居住需要，驳回 “强行啃老”等

无理居住权请求。及时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为

保护生命健康、名誉荣誉、个人隐私等提供预防

和救济。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走进千家万户，

进入百姓心田，一个个司法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

得更加鲜活起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民法典就是

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百科全

书。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

案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审理侵害袁隆平院

士名誉荣誉案，坚决维护共和国功勋的尊严。审

理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判决善意助人不担责。

审理小区保安送老人就医被索赔案，驳回无理赔

偿请求。审理医院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

追赶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对公共场所

不文明行为曝光无需担责。对长期霸占已售房

屋、耍横抗拒执行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搬迁措施，

决不让 “赖而不决”有机可乘。通过一系列司法

判决，鼓励崇尚英模、邻里相助、见义勇为、助

人为乐、志愿服务、舆论监督，决不向耍横霸道

者让步，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大群众知

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审结涉及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消费、社会保障等案件１５４万

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业形态纠纷

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问题，加强劳动权益保

障。会同中国残联发布保护残疾人典型案例，切

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台网络消费司法解

释，对直播带货、外卖餐饮作出规范，依法保护

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利用 “法拍房”、

“借名买房”规避限购，绝不允许通过不当手段

影响楼市调控、损害百姓居住权益。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加强家事审判工作，守

护家庭幸福的港湾。审结婚姻家庭案件１８３．１万

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

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发出保

护令３３５６份，全面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

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对不赡养九旬母亲的４

个儿子依法判令承担赡养责任并予以训诫，加大

惩处力度。通过家事审判，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

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少年

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

室和６个巡回审判点，全国法院设立２１８１个少

年法庭。深入贯彻未成年人 “两法”，坚持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

殊、优先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

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圆桌审

判，封存犯罪记录，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落实

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

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 “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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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对虐待

儿童的剥夺监护权。四川法院设立涉诉未成年人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安徽法院会同妇联等部门

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增强留守儿童自我

保护及家庭保护意识。审理短视频侵犯儿童个人

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

各地法院常态化开展 “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

创建法治副校长品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教

育课程，防治和惩处校园欺凌行为，陕西法院联

合推出全媒体模拟法庭栏目 “红领巾法学院”，

共同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

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２．８万件，办理涉港澳

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８９３３件，审结涉侨案件

４２２０件。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

港澳同胞在内地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保障。与

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试点相互认

可和协助破产程序。与澳门签署仲裁程序相互协

助保全安排。会同中央台办建立在线诉调对接，

８４名台胞担任调解员，发布维护台胞权益典型

案例。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论坛，在甘

肃敦煌举办中华司法研究论坛，深化中华司法文

化研究。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围绕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２０１９年１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

察，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高效

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

９４９．３万件，执结８６４．２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１．９４万亿元。打通查人找物、财产变现、协同

联动、精准惩戒、打击拒执等方面堵点，使守信

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会同自然资源部提升土地

查封处置效率。会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员通过

“黄牛”违规购票规避执行。会同证监会规范上

市公司质押股票冻结。网络查控案件１９７１万件，

网络拍卖成交４３２３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３４．６％

和７．４％。开展执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为民执

行、涉民营企业积案攻坚等专项行动。执行到位

涉民生、涉小微企业、涉１０万元以下小标的案

件案款８９８．４亿元。内蒙古、广西、西藏、青

海、宁夏、新疆等法院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我国

民事执行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手段更加有力，

执行工作机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诉信访。坚持把涉诉信访工作作

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

的重要窗口。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网上申诉信访

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 “直通车”，有访必录、

有信必录。集中治理重复信访，通过领导干部接

访、律师代理申诉、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信访

积案３７３９件，帮助群众解开 “法结”、“心结”。

安徽法院３５１名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化解。

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较２０１９年分别

下降２．３％和６１．６％。２０１５年以来涉诉信访、

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５．５％和３５％。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法院

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纠纷的具体表现。化解这些矛

盾，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

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旧的矛盾

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有矛盾就有冲

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推诿，

要不怕难，要耐得烦，要敢于担当。人民法院化

解以案件形式呈现的矛盾，就是通过司法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仅要定分止

争，还要为群众化解纠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单式、集

约式、一站式服务，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群

众需要什么方式就努力提供什么方式，真正做到

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经过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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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

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

面建成。“菜单式”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让群

众解纷变得及时便捷。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

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

１１家单位建立 “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６．３万

个调解组织和２６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丰

富了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 “菜单库”。

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１．３万个，累计提

供跨域立案服务１４万件，９０％的申请在３０分钟

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

融合服务让 “正义提速”，显著降低群众、企业

和国家财政解纷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

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

等１０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

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 “掌上

办理”。全国法院２０２１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

１０００万件，平均每分钟５１件成功化解在诉前，

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１７天，比诉讼时间

少３９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全国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

８７１．５万件，平均审理周期３２天，较一审民商

事案件缩短４３％。设立３３０个邮政集约送达服

务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实现法律文书 “次日

达”。２４小时服务，让群众办理诉讼事务 “零时

差”。７３９个法院推出２４小时诉讼服务。１２３６８

热线发挥诉讼 “总客服”作用，“一号通办”实

质性办理诉讼事务，日均接听群众来电２．１万件

次，帮助解决诉求７６５．１万件，群众满意度达

９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法院 “夜间法

庭”解决超大城市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让诉讼

服务 “不打烊”。送法下乡 “零距离”，打通服务

群众 “最后一公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

经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

进网格，８４２９个人民法庭入驻，４３０３３个基层治

理单位对接。宁夏闽宁法庭主动服务东西部扶贫

协作，长年扎根移民安置区，与走出大山的群众

共谱 “山海情”。四川 “石榴籽”调解室、云南

“金花”调解室、西藏 “送法进边境村居”、新疆

“冬不拉”调解室、兵团 “农牧团场法官工作室”

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加强巡回审判，马背法

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厂矿林区，就地立

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 “马

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目

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

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

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

路。

四、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

认真贯彻党中央司法改革部署，坚持体制改

革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一仗接着一仗打，一个

难题接着一个难题攻克，让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

人民司法的鲜亮底色。２０２１年，全国法官人均

办案２３８件，一审服判息诉率８８．７％，二审后

达到９８％，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同比减少１６．３％，

在案件压力增大情况下，审判质效指标持续稳中

向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责任

体系建设，推动健全制约有效、监督到位、权责

统一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细化 “四类案

件”监督管理，确保院庭长监督不缺位、不越

位、可追溯。出台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扎紧

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制度闭环。推进四级法院审

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

律适用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审判委员会、专业法

官会议、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作

用，推行类案检索、量刑规范化，运用司法大数

据辅助办案，加强对各高级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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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规范法官裁量权。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

补齐短板，努力解决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坚持

不懈防止公平正义因地区、城乡、行业和身份不

同而出现差异、打折扣。

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完成民事诉讼

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

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

证，以庭审程序公正保障裁判实体公正。依法准

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巡

回法庭改革和建设，更好实现就地解决纠纷、方

便群众诉讼、维护司法公正。

加强智慧法院建设。面对疫情，智慧法院大

显身手，全国法院在线立案１１４３．９万件，在线

开庭１２７．５万场。司法区块链上链存证１７．１亿

条，电子证据、电子送达存验证防篡改效果明

显。形成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报告２２０份，“数

助决策”服务社会治理。知识服务平台涵盖类案

推送、信用评价、庭审巡查等业务场景，为全国

法院提供智能服务１．４亿次。智慧法院创新成果

在国家 “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全方位展示，

加强智慧法院建设进入国家 “十四五”规划纲

要，科技赋能司法展现广阔前景。

完善互联网司法模式。北京、杭州、广州互

联网法院运用先发优势，推动技术创新、规则确

立、网络治理向前迈进。浙江法院推进 “全域数

字法院”，福建法院融入 “数字福建”，重庆法院

探索 “全渝数智法院”，司法紧跟数字时代步伐。

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积极提供辅助引导或线下服

务，帮助跨越 “数字鸿沟”。在全球率先出台法

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以

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逐步建立。我

国互联网司法从技术领先迈向规则引领，为经济

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司法保障，为世界互联网法

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五、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自觉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贯彻到法院工作

各领域各环节，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倾听人民

心声，接受人民监督，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

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

国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重要制度载体，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监

督。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严格执

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

决定，依法报告工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

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落实审议意见和全国人大

监察司法委专题调研报告意见，提升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水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繁简分

流改革试点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

诉讼法的决定，为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公正高

效审理民事案件提供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自觉进行民主协

商，接受民主监督，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

会，共商提高涉外执法司法质效和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通过召开座谈会、联合开展重点课题调

研、共同举办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等形式，就

司法政策进行民主协商，真心诚意听取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建议，努

力改进工作。办好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是接受监

督的重要方式，把４５６件代表建议、３９９件日常

建议和１５３件政协提案饱含的民声民意，积极转

化为公正司法的具体措施。比如，就加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的建议，发布司法政策和典型案例，

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共建行政司法协同机制。就加强食品安全

司法保护的建议，完善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

事政策，探索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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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见证执行、视察

法院，让司法活动始终置于人民监督之下。６９６０

名各级代表委员、特约监督员、律师在执行案款

集中发放日受邀见证。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裁判

文书网累计公开文书１．３亿份，网上观看庭审直

播累计超过４５６亿人次。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认

真听取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和专家学者意见

建议，善于从意见建议中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新要

求新期待。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回应社会关切热

点，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 “新时代推

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与舆论形成良性互动，

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参与司法。畅通人民参与司法决策

的渠道，努力让司法解释、司法政策都充分体现

民意。通过组织座谈、走访调研等形式，听取代

表委员特别是企业界代表委员、特约监督员意

见，了解疫情下 “企业想要什么”、“司法能做什

么”，有针对性地出台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２０条。邀请代表列席审委会发表意见，共同研

究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就 “同命同

价”、网络消费、在线诉讼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５件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

４１３８条意见建议。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参与

司法的最直接形式。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扩

大参审范围，落实随机抽取。全国共有３３．２万

名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２３７．３万件，其中参与

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结群众广泛关注、社会影响重

大的案件６６７０件，充分发挥人民参与司法的重

要作用。

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紧紧依靠人民支持

推进司法改革、破解工作难题。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改完善刑事和民事诉讼制度，修订人民法院组

织法、法官法，就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等重大

改革及设立专门法院作出决定，有力支持司法体

制改革。３１个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或

出台文件，支持法院推进解决执行难。湖北省人

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支持人民法庭促进基层社会

治理。代表委员寓支持于监督之中，积极帮助解

决困难和问题，有的直接参与法院化解矛盾纠

纷。在扫黑除恶、攻坚执行难、一站式建设等一

场场硬仗中，代表委员大力支持，人民群众广泛

参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展现蓬勃生

机。

贯彻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支持配合监

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自觉接

受监察机关对法院工作人员监督。落实党中央关

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依法

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认真审理抗诉案件，健全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六、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法院队伍教育整

顿，法院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淬炼，思想作风发

生深刻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轮训干警８０万人次，把学习习近平法治

思想作为新进机关青年干部 “第一课”。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

进党史学习培训全员覆盖，引导干警筑牢政治忠

诚，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真正

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举办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人民审判成就展，推出 《红色

法庭百年志》纪录片，赓续人民司法红色血脉。

推出１５项司法为民实事清单，组织２００余项办

实事活动，用为民办实事的实际成效庆祝党的百

年华诞。

着力提升司法能力。完善法官入额、遴选、

—７０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考核、退额等制度，择优选能。开展全国基层法

官大轮训。加强知识产权、涉外等专业化审判人

才建设。完善法官法新旧衔接政策，支持西部和

边疆民族地区法院队伍建设。培养双语法官

２３７３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青年法官 （雄安新

区）实践基地，加强援藏援疆援青干部选派，让

青年干警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引

导广大干警改进司法作风，说老实话、办老实

事、做老实人。落实 “三严三实”要求，全国四

级法院院长、班子成员分别到６０２８个乡镇人民

法庭驻庭调研，扑下身子，沉下心来，与法庭干

警同吃同住同工作，拜群众为师，面对面听民

声，心贴心解民忧。

深入开展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坚持刀刃向

内，清除沉疴积弊，全国法院５９万名干警接受

革命性锻造，实现刮骨疗毒、激浊扬清、铸魂扬

威。坚持问题导向，不护短、不遮丑、不讳疾忌

医，一体推进顽疾整治和建章立制。坚决整治年

底不立案，严禁拖延立案、限制立案、以调代

立、增设门槛，全国法院去年１２月收案同比增

长１０４．２％，群众反映长期存在的年底不立案得

到有效整治。全面排查１９９０年以来 “减假暂”

案件１３３４．５万件，对有问题或瑕疵的５．９万件

督促逐一整改，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出台减刑

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意见，决不允许 “纸面服

刑”、“提钱出狱”破坏公平正义。狠抓 “三个规

定”落实，各级法院全部突破 “零报告”，１１．２

万人次记录报告信息１２．８万条，有干预就报告、

有过问就上报形成习惯。出台近亲属禁业清单、

规范离任人员从业等规定，坚决斩断利益输送链

条。以零容忍态度清除害群之马，最高人民法院

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２１人，各级法院查处利

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３０６６人，其中追究

刑事责任５０９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

院，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深刻汲取

孟祥等反面典型教训，开展警示教育，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学习英模、弘扬正

气，全国法院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好法官好干

部，６９４个集体、５９６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

表彰。滕启刚等２４名法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法

治事业的无限热爱。广大干警深入学习周春梅法

官用生命捍卫司法公正的崇高精神，努力践行

“一心为民、知恩报党”，“做人清清白白，裁判

坦坦荡荡”，“说实话、办实事，脊梁不弯、正义

不低头”。

各位代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发展进步，

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工作取得的成

绩，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生动实践，

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

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支持，地方

各级党政机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

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清醒看到，人民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

题和困难：一是精准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司法能力不足，对司法实

践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案件审判质量效

率不高、效果不佳，基层司法能力仍需加快提

升。二是司法改革还存在不到位问题，系统集成

不够，司法管理存在短板，综合配套举措落实存

在差距。三是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

生，既有存量、还有增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任重道远。四是专业化人才尤其是涉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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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才短缺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法院案多人少、

招人难、留人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对这

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２０２２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２年，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认真

落实本次大会决议，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对司法

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统筹

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迎

接党的二十大、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

线，奋力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是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

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推进 “两个维护”教育常

态化。真学真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将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记在心中、扛在肩上、落实到法院一切

工作中。

二是维护安全稳定。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贯彻反有组织犯罪

法，坚持常态化扫黑除恶。严惩涉枪涉爆、黄赌

毒、盗抢骗、食药环等犯罪，对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保持高压态势。依法打击金融证券、逃税等犯

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经济安

全。保持惩治贪污受贿犯罪高压态势，加大对行

贿惩治力度。严惩网络犯罪和跨国跨境犯罪。加

强律师执业保障。推动平安医院建设。弘扬新时

代 “枫桥经验”，健全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

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服务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法治中国。

三是服务发展大局。精准服务 “六稳”、“六

保”，服务和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紧盯助力中

小微企业发展２０条司法措施落实落地，切实为

企业纾困解难。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加大产权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完

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裁判规则。依法规范数

字经济发展，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劳动权益和消费

者合法权益。创建 “枫桥式人民法庭”，服务乡

村全面振兴。强化涉军维权工作。深入践行 “两

山”理念，精准服务绿色、低碳发展。完善区域

发展战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共建 “一

带一路”司法服务政策。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义务。全面提升涉外司法质

效，深化国际司法合作，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决依法反制外

国对我国企业和公民实施的 “长臂管辖”。中国

法院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不移，

捍卫国家主权和司法管辖权寸步不让。

四是保障民生权益。妥善审理教育、就业、

养老、医疗、婚姻家庭等涉民生案件。加强妇

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保护。严惩性

侵、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

罪，及时发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被拐卖妇女儿童

的司法保障。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支持监

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强化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加大执行工作力度，配合推进强制执行法立

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

贫地区法院建设支持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真落实 “八五”普法规划。加强涉诉信

访工作。依法服务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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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巩固改革成果。总结司法体制改革经

验，推动改革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深化司

法责任制改革，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

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扎实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

定位改革。深入推进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加强司

法解释工作和司法政策研究应用。深化巡回法庭

制度改革。加强专业化审判体系建设。认真实施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智慧法

院建设。改革无止境。坚持改革不停步，不走回

头路，敢于打破利益的藩篱，依靠改革解决体制

机制深层次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推动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六是锻造法院铁军。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化司法人员

分类管理改革，健全法官培养和遴选机制，加强

员额法官履职培训。加强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培

养，强化基层法院队伍建设。巩固深化队伍教育

整顿成果，决不让已经整治的顽瘴痼疾反弹回

潮。教育整顿有期限，队伍建设无穷期。一刻不

放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勇于自我

革命，坚持抓常抓长、抓早抓小，对司法不公、

司法腐败露头就打。深入推进法院队伍革命化、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一支永远忠于党、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院铁军。

各位代表，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埋头苦干、勇

毅前行，更好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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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所作的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２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

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认识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依法能动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扎实推动新时代人民检察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责任，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　军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

见。

２０２１年工作回顾

２０２１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党绝对领

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９０周年之际，党中央

制发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工作的意见》，赋予更重政治责任。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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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自觉融入

国家治理，依法能动履职，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等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国检察机

关共 办 理 各 类 案 件 ３６３．７ 万 件，同 比 上 升

２０．９％。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１９件，

制发指导性案例８批３７件、典型案例７６批５６３

件。

一、服务大局，以检察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

胸怀 “国之大者”，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依

法能动履职，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

作用，服务 “十四五”良好开局。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全年批准逮

捕 各 类 犯 罪 嫌 疑 人 ８６８４４５ 人，提 起 公 诉

１７４８９６２人，同比分别上升１２．７％和１１．２％。

打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主动仗，坚决防范和依法

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

动等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坚持打早

打小、促进常治长效，把三年专项斗争始终坚守

的 “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

不凑数”融入日常。专项斗争荡涤效果凸显，社

会治安秩序持续向好，与２０２０年相比，起诉涉

黑涉恶犯罪下降７０．５％，杀人、抢劫、绑架犯

罪下降６．６％，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犯罪下降

２０．９％，毒品犯罪下降１８％。配合公安机关持

续开展 “打拐”、“团圆”行动，严惩拐卖人口犯

罪，深挖历史积案。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１年，检察机

关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１４４５８人降至１１３５

人，年均下降１１．４％；起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儿童犯罪由１５５人增至３２８人。贯彻 《中国反对

拐卖人口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继续从

严从重追诉拐卖人口犯罪；同时与有关部门形成

合力、综合整治，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被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坚决依法追诉、从严惩治。推

进常态化依法战疫，深化运用疫情初期发布的

１０批５５件涉疫典型案例，接续发布伪造疫苗接

种证明犯罪等５批２４件典型案例，维护良好防

疫秩序，起诉涉疫犯罪 ４０７８ 人，同比下降

６３．７％。起诉危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等危害安

全生产犯罪４１３５人，同比上升２６．４％；重在源

头防范，办理该领域公益诉讼１．４万件。北京、

河北检察机关围绕安全冬奥开展专项监督，法治

助力精彩冰雪梦。

着力营造安商惠企法治化营商环境。疫情多

点散发，经济承压，更需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

保就业保民生。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１３．４万人，同比基本持平。力防企业因案陷入

困境，根据具体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持续落实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

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

出适用缓刑建议等检察政策；涉企等单位犯罪不

起诉率３８％，同比增加５．９个百分点。进一步

抓实在辽宁、江苏、广东等１０个省市检察机关

开展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依法可不捕、不

诉的，责成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切实整改；

与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８部门共建第三

方监督评估机制，司法、执法、行业监管联手，

以严管体现厚爱。湖北一民营企业在经营中涉嫌

犯罪，检察机关办案中促其合规整改，６个月

后，经第三方严格评估、确认合格，依法决定不

起诉。该企业整改后生产经营步入正轨，新增投

资上亿元，带动就业上百人。针对一些涉企案件

长期 “挂案”，该结不结、该撤不撤，２０１９年起会

同公安部持续专项清理出９８１５件，对证据不足、

促查无果的，坚决落实疑罪从无，督促办结８７０７

件，企业活力得以释放。商司法部在天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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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四川等１１个省区市试点，允许遵守监督管理

规定、表现良好的社区矫正对象临时赴外地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弹性监管融入信任，更利改造、

更利发展。

积极推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设立驻中国证

监会检察室，联合公安部、中国证监会专项惩治

证券违法犯罪，集中办理１９起重大案件，指导

起诉康得新案、康美药业案，助力依法监管资本

市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起诉金融诈骗、破

坏金 融 管 理秩序 犯 罪 ４．３ 万 人，同 比 上 升

３．３％；会同公安部督办３６起重大非法集资案。

依法惩治涉虚拟货币、网贷平台等新型金融犯

罪。协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典型案例，起诉洗钱

犯罪１２６２人，同比上升７８．５％。从严追诉洗钱

犯罪，使上游 “罪”与 “赃”无处遁形。

合力推进反腐败斗争。规范监检衔接，促进

配合有力、制约有效。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

罪２０７５４人，已起诉１６６９３人，同比分别上升

５％和８．８％。与国家监委等共同推进受贿行贿

一起查，起诉受贿犯罪９０８３人、行贿犯罪２６８９

人，同比分别上升２１．５％和１６．６％。对王富玉、

王立科等２３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对１７名

逃匿、死亡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启动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河南检察机关对逃匿境外拒不归案的程

三昌适用缺席审判程序提起公诉，已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不让腐败分子逃罪，法网就是天网。

倾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跟进最高人民检察

院组建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北京、海南、陕西

等２０个省级检察院深化知识产权刑事、民事、

行政检察一体履职，强化综合保护。持续加大惩

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起诉１．４万人，同比

上升１５．４％。发布指导性案例，起诉侵犯商业

秘密犯罪１２１人，是２０２０年的２．４倍。会同国

家版权局等督办６０起重大侵权盗版案件。办理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５４４件，是

２０２０年的４．１倍。

积极推进网络依法治理。会同公安部等出台

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全链条

打击、一体化防治，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

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２８．２万人，同比上升

９８．５％。协同推进 “断卡”行动，起诉非法买卖

电话卡和银行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１２．９万

人，是２０２０年的９．５倍；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

案，会同教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

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受骗参与害人。继取快递女

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接续发布公民人格

权保护指导性案例，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辱、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

民权利犯罪，起诉３４３６人，同比上升５１．３％。

吴某从网上下载一女子与其外公的合影照片，编

成 “老夫少妻”的恶搞信息发布，阅读量逾４．７

亿人次。广东公安机关以公诉案件立案，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注重源头防范，办理个人信息保护

领域公益诉讼２０００余件；上海、重庆等地检察

机关对利用手机软件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开展

专项监督，推动网信、通信管理等部门综合治

理。网络虚拟空间，依法治理要实。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落实用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持续从严追诉非法倾倒危险废物、走

私洋垃圾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成效显现，去

年起诉４．９万人，８年来首次下降。促进源头治

理，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８．８

万件，同比上升４．７％；督促修复被损毁耕地、

林地、草原４３万亩，督促修复被污染土壤４７．８

万亩，追索环境损害赔偿金５．９亿元，同比分别

上升９２．７％、４．６倍和５５．９％。南四湖水域泽

及鲁苏豫皖四省，因上下游、左右岸治理标准不

一，多重污染交织，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最

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调用四省检察官办案，

助力地方政府携手治理，统一污水排放标准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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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煤矿退出方案，清理固废垃圾，拆除违章建

筑，取缔违法养殖，历时１０个月初现一湖碧水。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治

藏、治疆方略，制定深化检察对口援助２８项举

措。制定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１８项举措，深化长江经济带检察协同履职，

携手保护母亲河。出台检察政策，建立协作机

制，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以高标准

检察履职，助力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

西藏及周边６个省级检察院跨区域协作，共护雪

域高原。京津冀检察机关以法治一体化服务协同

发展，助推法治雄安建设。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凝

聚工作合力，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川渝检察机关

建立跨区域案件管辖、鉴定资源共享等协作机

制，力促双城经济圈建设。

积极参与涉外法治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设

立专班，加强检察机关涉外法治工作。办理涉外

刑事案件５６９１件、刑事司法协助案件１７８件，平

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力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巩固双边多边合作机制，

与７个国家检察机关视频会晤，交流司法改革和

公益诉讼等工作；参加国际检察官联合会、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等视频会议，深化司

法交流合作，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二、司法为民，以检察履职纾解群众急难愁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办好检察为民实事中

依法能动履职，依法保障人权，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与最高人民法院联

合发布司法解释，对制售注水肉以及伪劣保健品

坑老等犯罪从严追诉、从重处罚。与农业农村部

等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惩治非法使用禁限用药物

等犯罪。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犯

罪１．１万人，同比上升２９．８％。办理食药安全

领域公益诉讼３万件，同比上升１０％；督促查

处假冒伪劣食品４８万千克、假药劣药１４４８千

克，同比分别上升２６．９％和２．２倍。河北、山

西、安徽、宁夏等地检察机关追诉制售假药犯

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追索销售金额三至十倍

惩罚性赔偿金，让肆意损害公益者付出应有更高

代价。持续落实 “四号检察建议”，督促整改窨

井安全隐患９３万处，河南检察机关推动将窨井

设施维护改造纳入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

做实群众信访 “件件有回复”。２０１９年全国

两会上，我们承诺群众信访 “７日内程序回复、

３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三年来，收到

的２７９万件信访均在７日内告知 “已收到、谁在

办”，３个月内办理情况答复率超过９０％。信访

群众更盼的是案结事了。狠抓领导干部带头办理

疑难复杂信访案件，基层检察院受理首次信访全

部由院领导办理；全面推开检察公开听证，对争

议大、影响性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等参与评议，是非曲直大家听， “法

结”、“心结”一起解。全年听证１０．５万件，是

２０２０年的３．５倍，信访案件听证化解率７６．５％。

与２０１９年相比，去年信访总量、重复信访量、到

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量分别下降４．７％、７．５％

和８．９％；“家门口检察院”受到信任，县级检察

院受理信访占比从２４．５％升至２９．８％，信访 “倒

三角”结构持续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办理

控告申诉案件专项报告，予以充分肯定。

努力让孩子们更好成长。落实未成年人保护

法，以司法保护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

政府保护，形成合力，让 “１＋５＞６”，共同把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实。针对监护人侵害行

为，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资格７５８件，同

比上升４７．８％；针对严重监护失职，发出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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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令１．９万份。家庭教育促进法今年起施行，

更利促进 “甩手家长”依法带娃。持续落实

２０１８年针对校园安全发出的 “一号检察建议”。

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的强制报告、入职查

询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１６５７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

改、追责４５９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

职查询７４９万人次、解聘２９００名有前科劣迹人

员。从严追诉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６．１万人，同比上升５．７％。最大限度教育感化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依法决定附条件不起诉２万

人，占结案未成年人总数２９．７％；起诉较严重

犯罪未成年人３．５万人，同比上升６％，依法惩

治也是保护。未成年人文身易感染、难复原，就

业受限、家长无奈，江苏、浙江等地检察机关以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推动禁止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

成年人文身。３．９万名检察官在７．７万所中小学

校担任法治副校长，携手各方为孩子们撑起一片

法治艳阳天。

坚决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英雄烈士合

法权益。制定实施新时代军地检察协作意见，起

诉危害国防利益、侵犯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犯罪

５４５人，同比上升４３％。对遭受不法侵害的军人

军属、退役军人给予司法救助。针对影响飞行训

练安全问题，开展军用机场净空专项监督。办理

国防和军事领域公益诉讼３２５件，是２０２０年的

２．２倍。发布破坏军婚典型案例，推广云南军地

检察机关开展军人未成年子女司法保护经验，依

法维权、护好 “军娃”。与７部门共同制发烈士

纪念设施规范管理意见；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开

展专项监督，发出检察建议４９９５件，推动修缮

烈士纪念设施９４００处。办理英烈权益保护领域

民事公益诉讼４６件。某网络博主恶意诋毁志愿

军英烈、某旅游博主恣意侮辱卫国戍边烈士，海

南、新疆检察机关分别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罪提起公诉，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法

治维护英烈权益、捍卫英烈荣光。

法治增进同胞亲情和福祉。加强与港澳司法

机关交流合作。依法妥善办理涉港澳台和涉侨案

件，保障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

权益。编写服务台胞台企检察手册，浙江、福建

等地检察机关在台商投资区设立检察联络室，聘

请台胞担任检察联络员，提供精准司法服务。推

广江西等地经验，携手中国侨联为侨胞提供法律

服务。

能动司法暖基层。结合司法办案，救助生活

陷入困境的受害方４．８万人６．１亿元，同比分别

上升４９．９％和４７．２％。一被害人遭抢劫身亡，

其妻独自照顾三位老人、两个子女，湖南检察机

关给予司法救助，并协调公益组织为其考上大学

的孩子提供资助、协调民政助其申请低保，基层

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温暖。对诉讼能力偏弱

的老年人诉请支付赡养费、残疾人维权、受家暴

妇女离婚、农民工讨薪等案件，依法支持起诉

４．４万件，同比上升８０．９％。促进和谐劳动关

系、和谐家庭、平安医院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起

诉恶意欠薪、家庭暴力犯罪大幅下降，起诉伤医

扰医犯罪从２０１８年３２０２人降至２０２１年４２７人。

携手中国残联切实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全面推

开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立案办理３２７２件，

是２０２０年的６．２倍。从严惩治欺老骗老犯罪，

上海检察机关建立专门办案组，用法律手段保护

老年人权益。

三、深化监督，以检察履职维护公平正义

在制约监督中依法能动履职，促进执法司法

机关自我纠错、减少出错，一体推进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深化刑事诉讼监督。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规范执法司法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督

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４８１９件，公

—５１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安机关已立案３６２９件，同比分别上升３０．８％和

３５．３％。会同公安部出台意见，共同设立侦查监

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以有力配合、更实监督促

侦查办案质量提升。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

立案２．５万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案

２．９万件，同比分别上升１３．６％和２２．１％。对认

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８８５０件，同比

基本持平；法院已审结６３８０件，其中改判、发回

重审４３３０件，采纳率６７．９％，同比增加１．２个

百分点。对刑事审判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

１．４万件次，同比上升５８．３％。刑法修正案 （十

一）将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中分立后，起诉袭警

犯罪６５３０人，执法保障更加鲜明、有力。

深化监狱、看守所执法监督。２０１８年巡回

检察制度入法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组织对

１０所监狱巡回检察，６位大检察官率巡回检察组

发现并督促整改狱内涉毒、涉赌等突出问题，推

动查处职务犯罪。在山西、吉林、青海、宁夏等

２０个省区市开展看守所巡回检察试点，针对监

管执法不规范问题发出检察建议。落实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部署，全面排查１９９０年以来办理的

１１００万件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

纠正３万件，查处徇私舞弊 “减假暂”犯罪２４２

人。针对收押难、送监难问题，以专项活动督促

依法收押收监４．４万人。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

提出纠正意见４．３万件，已执行４．４亿元。推广

贵州经验，专项监督剥夺政治权利刑罚执行情

况，纠正违法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６３３人。

精准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强化精准监督理

念，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裁判提出抗诉５３１９

件，同比上升６．５％，法院已审结４００６件，其

中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及和解撤诉３５３０件，

改变率８８．１％，同比增加７．４个百分点；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８８０３件，采纳率９６．９％，同比增

加２８．２个百分点。以检察建议监督纠正民事审

判和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形９．９万件，同比上升

４０．９％。北京、河北、福建等地检察机关针对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管理不精细问题，以检察建议督

促及时核减应移出人员。连续三年开展虚假诉讼

专项监督初见成效，去年以抗诉或检察建议纠正

“假官司”８８１６件、起诉虚假诉讼犯罪１１３５人，

同比分别下降１２．６％和１６．１％。山西、内蒙古、

黑龙江、广西等１１个省区市建立民事诉讼监督

案件正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把握案情更全

面，检察监督更精准。

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

行政裁判提出抗诉２４５件，同比上升３４．６％，法

院已审结１２１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及

和解撤诉８７件，改变率７１．９％，同比增加１７个

百分点；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２２２件，采纳率

５５％，同比增加１６．６个百分点。以检察建议监

督纠正行政审判和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形３．８万

件，同比上升２０％。聚焦土地非诉执行，专项监

督法院未及时受理、不规范执行及行政机关怠于

申请强制执行等案件１．６万件，涉土地面积１９

万亩。守护土地资源，须从依法严格保护每一亩

土地做起。为解决一些行政诉讼案件程序已结但

讼争未解的申诉问题，检察机关专项监督，制定

工作指引、编发指导性案例，综合运用公开听

证、检察建议、司法救助等措施，全年有效化解

行政争议９１００件，其中讼争１０年以上的４３５

件。司法须努力追求实质公正，不能止于形式合

法。

从严追诉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在扫黑除

恶 “打伞破网”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

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２２５３人，

同比上升５８．６％。陶革等人涉多起持枪杀人案，

致２人死亡２人重伤。案发后，包括主犯在内的

３人被轻处缓刑，２人被判有期徒刑却未予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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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法外２０余年，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

多起严重犯罪。辽宁检察机关对原判提出抗诉、

新罪提起公诉，并对１２名涉嫌滥用职权、徇私

枉法的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立案查办。执法司

法腐败必须零容忍。

深化检律良性互动。尊重、支持律师履职，

连续两年会商司法部、全国律协，四级检察院同

步落实。从严监督纠正执法司法人员侵犯律师执

业权利１７７０件，同比上升８４．８％。全面试点律

师互联网阅卷，查阅案卷一次也不用跑。邀请律

师参与公开听证、信访化解，专业法律服务备受

好评。与司法部等出台指导意见，规范检律交

往、离任检察人员从事律师职业；中国检察官协

会与全国律协共同倡议 “亲”不逾矩、“清”不

远疏。

四、诉源治理，以检察履职保障高水平安全

司法办案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

端、治未病。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更深融入

社会治理，共筑长治久安基石。

以检察建议推动源头治理。反复、大量发生

的违法犯罪，大都与社会治理基础工作相关。

２０１８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总分析司法数

据、典型案例，围绕校园安全、司法公告送达、

金融监管、窨井管理、虚假诉讼、网络整治等向

有关部门发出第一至六号检察建议，省级检察院

同步推进。针对快递安全问题，２０２１年向国家

邮政局发出 “七号检察建议”，抄送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等１２个部门，促进形成监管合力。公安

部、国家邮政局及时开展专项行动，３个月破获

寄递毒品案１７０９件。

积极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适应

刑事犯罪结构变化，在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同时，

对大多数较轻犯罪、初犯偶犯等依法从宽处理、

少捕慎诉慎押，有利分化犯罪、减少社会对立

面。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推进，全年不批捕３８．５

万人、不起诉３４．８万人，比２０１８年分别上升

２８．３％和１．５倍；辅以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司

法救助等促进形成共识，公安机关提出不同意

见、提请复议复核下降３７．４％，被害人不服提

出申诉下降１１．２％。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

人，应给予行政处罚的，移送主管机关。山西、

广东、甘肃等地检察机关对不起诉醉驾案件提出

检察意见，转请行政处罚，推进从严综合整治。

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对捕后可不继续

羁押的，依法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５．６万

人，诉前羁押率从２０１８年５４．９％降至２０２１年

４２．７％。山东、浙江等地探索运用电子手环、大

数据等科技手段监管，取保候审无一人失联。社

会在进步，不 “关起来”也能管得住。

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分落实。认罪认罚

从宽有利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实现社会内生稳

定。尽管工作量倍增，检察机关积极主导该用尽

用。制定量刑建议指导意见，听取当事人、律师

意见同步录音录像，确保认罪认罚自愿、合法。

去年适用率超过８５％；量刑建议采纳率超过

９７％；一审服判率９６．５％，高出其他刑事案件

２２个百分点，从源头减少了大量上诉、申诉案

件。司法效果良好，靠的是诉讼制度优越。

让公益诉讼更实保护公益。立案办理公益诉

讼１６．９万件，其中民事公益诉讼２万件、行政

公益诉讼１４．９万件，比２０１８年分别上升５０％、

３．６倍和３７．３％。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检察院

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直接办理跨地域、影

响性案件１１０件。以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为最

佳司法状态，梯次以磋商、诉前检察建议促进源

头治理，绝大多数案件在诉前解决了公益损害问

题。对检察建议不能落实的，提起诉讼１．１万

件，９９．８％获裁判支持，成为法治样本。发布典

型案例，指导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５５５４件。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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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烈士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军人地位和

权益保障法、安全生产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

修改时，均写入公益诉讼检察条款，公益司法保

护中国方案备受瞩目。

五、治检从严，以检察履职锻造检察铁军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检察队伍，提升依

法能动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把政治与业务建设融为一体。坚持以思想政

治建设铸魂，学党史忆检史，传承红色基因。编

写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检察履职系列教科

书，一体提升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

准。推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同堂培训

１９．２万人次，树立、更新共同司法理念。建设

检察案例库，收录案例１６．６万件，类案检索、

参照办案。以上海施净岚、江苏王勇、福建吴美

满等新时代检察英模为榜样，坚守忠诚奉献 “底

色”，引领专业精进 “亮色”。安徽王敏、湖北王

朝阳、湖南彭庆文、广西曹艳群等１２位检察人

为党和人民献出宝贵生命，激励我们不忘初心、

承志前行。

抓实检察队伍教育整顿。融合推进教育整顿

与检察系统内巡视，支持纪委监委和派驻纪检监

察组监督执纪执法，坚持刀刃向内，坚持严管就

是厚爱，落实 “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策，

２８００名检察人员被依纪依法查处，是２０２０年的

２倍，其中移送追究刑事责任２０２人。最高人民

检察院４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１人被移送追究

刑事责任。坚决整治顽瘴痼疾，排查整改各类问

题５．１万件，推动立行立改、抓源治本。持续抓

实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检察人员主动记

录报告有关事项１６．２万件，是２０２０年的２．４

倍。教育整顿永远在路上，有问必录就是铁规

矩。

巩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持续抓实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办案

责任制、检察人员履职保障等改革举措强基固

本；认真落实法律赋权，公益诉讼检察、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创新践行；遵循司法规律，自我加压

推进内设机构系统性调整、专设未成年人检察机

构、实行捕诉一体，全面推开巡回检察；强化检

察权运行制约监督，制定修改刑事、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严明检察官权力清单；

变革检察理念，创制推出 “案件比”司法质效

评价标准，两年来压减８６．４万个空转程序、内

生案件。巩固深化改革成果，重在检察责任落

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对２０１８年以来改判纠正的

２４６件刑事错案启动追责， “张玉环案”、 “张志

超案”等错误关押十年以上的２２件直接督办，

从严追责问责５１１名检察人员，其中相关检察院

班子成员１３４人，退休人员１２２人。“终身追责”

不是口号，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

到责任主体。

更加注重强基导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基

层检察院建设主要矛盾总体由财、物短缺转化为

人的素质能力跟不上。坚持以点带面、补短强

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市级检察院定点帮

扶、靶向施策，梳理出的１２９个薄弱基层检察

院，已有８２个改变面貌、由弱变强。组织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统一培训，西部地区检察机关通过

人数同比上升２２．５％。检察业务应用系统２．０

上线，网上办案迭代升级；推广浙江经验，深化

大数据运用，建设检察办案大数据平台，科技让

法律监督更有力、更高效。

各位代表，在人民监督下，人民检察努力做

到依法能动履职。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深入贯彻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全

国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参与公开听证等检察活动

８６５人次；认真办好代表提出的２５２件书面建

议；对照代表审议报告、视察座谈时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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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０２条意见建议改进工作；落实代表建议，推

广山东经验，在１６个省区市试点建立衔接机制，

将代表建议转化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自觉接受

民主监督。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共商

未成年人保护；认真办好６９件政协提案；连续

４年走访民主党派中央，面对面征得的２４４条建

议全部做实，省级检察院同步走访。自觉接受履

职制约。对法院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逐案阅卷复

查，公诉失当的依法追责；对公安机关提请复议

复核的案件重新审查，改变原决定３１３人。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检务公开更进一步，常态化发布

典型案例，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检察开放日活

动，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１１．７万

人次。全过程人民民主让公平正义更可视、可

评、可感。

一年来，各级党委更加重视检察工作。省级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均对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作出

批示，２３个省级党委已出台实施意见，为检察

履职提供了强有力领导和支持。

各位代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人民检察事业欣逢最好发展时期，正经历整体性

重塑。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得益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

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国家监察委

员会、最高人民法院配合与制约，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及地方各级党

政机关、各位代表、各位委员和社会各界热忱关

心、支持和帮助。我谨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

衷心感谢！

我们清醒认识到，与党和人民更高要求相

比，检察工作还有不小差距。一是学思践悟

习近平法治思想还需走深做实，检察理念需持

续更新；二是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服务保障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够；三

是 “四大检察”发展不协调，法律监督仍有缺

位、不足；四是基层基础工作仍是突出短板，一

些检察政策、工作部署未能落地；五是全面从严

治检存在薄弱环节，蒙永山等案件教训深刻。问

题就是责任，我们要以更大气力解难题、开新

局。

２０２２年工作安排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出了向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动员令。２０２２年，检察机关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

服务保障、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聚焦

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

化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工作的意见》，抓住 “稳进、落实、提升”

不放，依法能动履职，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法治中国，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

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第一，坚持稳进，切实担当服务保障高质量

发展政治责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从严从细

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

工作，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

宁。统筹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更实做好诉源治理。落实反有组

织犯罪法，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坚决打击

“村霸”，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推进更高水平的平

安法治乡村建设。妥善办好涉疫案件，助推依法

防控。从严追诉侵害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定群体人身权利犯罪。对国企民企、内资

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予以同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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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护，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落实第三

方监督评估机制。持续深化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

护，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和创新发展。从严惩治非

法集资、洗钱等金融犯罪，持续加大互联网金融

犯罪惩治力度，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同时力促追

赃挽损。加强反垄断、反暴利、反不正当竞争司

法，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持续加大惩

治网络犯罪力度，从严惩治网络诽谤、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加强民生司法

保障，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共护美丽河湖、绿水青山。深化军

地检察协作，坚决惩治涉军犯罪，加强军事设施

保护等国防和军事领域公益诉讼，坚定维护国防

利益和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第二，狠抓落实，切实担当助推全面依法治

国新征程法治责任。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勇于开展自我监督，推进 “四大检察”一体发

展、融合发展，形成法律监督合力，切实维护公

平正义。加强监检衔接，完善配合制约机制，更

好服务反腐败斗争大局。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落实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更

加有效防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刑事案件名

义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抓实对监狱、看守所巡回

检察，加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

法律监督，积极探索对社区矫正机构巡回检察。

持续抓好民法典贯彻实施，深化民事行政诉讼精

准监督。常态化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探索

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

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在办好法律明确赋权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积极稳妥办理网络治理、

金融证券、知识产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妇

女权益保障等新领域案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深入贯彻信访工作条例，巩固深化

群众信访 “件件有回复”、治理重复信访成果。

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以案例为载

体，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加强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做实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促进未成年

人保护法律规定落实再落实。完善跨行政区划法

律监督机制。加强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深入推

进统一法律适用工作。

第三，持续提升，切实担当实现检察工作自

身高质量发展检察责任。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全

员培训，深入学思践悟，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开展质量建设年活

动，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化全面从严治

检，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成果，常态化开展司法顽瘴痼疾排查整治工作，

以严管厚爱促检察人员担当尽责。深化政治与业

务融合培训，针对性开展菜单式培训，加强新领

域科技知识的学习运用，大力培养检察队伍专业

精神、专业能力。再确定一批相对薄弱基层检察

院，压茬推进强基固本。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跟

进打好健全完善的 “补丁”，提升改革效能。加

强对 “案”和 “人”的管理，向科学管理要检察

生产力。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赋能新时代法律

监督。

各位代表，昂首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道路上，人民检察事业开启新的征程。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锚定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落实本次会议要求，讲政治、顾

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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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秘书处

关于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

本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依法向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根据大会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到３月８

日１２时，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

４８７件，其中，代表团提出的１５件，３０名以上

的代表联名提出的４７２件。在这些议案中，有关

立法方面的４７４件，有关监督方面的１３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重要制度载体。代表依照法定程序提出议案，是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重要形式，也是吸纳民意、

汇集民智的重要渠道。会前，代表们通过参与全

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专题调研、视察、走

访、座谈、代表小组活动等多种形式，利用代表

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多种平

台，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会议期间，代表们共同

酝酿讨论，认真修改完善议案。今年的代表议

案，绝大多数为法律案。其中涉及制定法律的

１９３件，修改法律的２７４件，编纂法典的６件，

有关决定事项的１件。按照七个法律部门划分，

涉及宪法相关法类１９件、民法商法类５５件、行

政法类１５５件、经济法类１０５件、社会法类６４

件、刑法类３９件、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类３６

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强重要

领域立法，提出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能源法、危险

化学品安全法、国家公园法以及碳达峰碳中和促

进、耕地质量保护等方面的法律，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网络安全法、海洋环境

保护法、对外贸易法等。二是推进新兴领域立

法，提出制定数字经济、大数据、生物安全、社

会信用等方面的法律。三是加强民生、社会领域

立法，提出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社会救助

法、学前教育法以及托育服务、养老服务等方面

的法律，修改职业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

疾人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居民身份证法、

消防法、药品管理法等。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法律制度，提出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期货和衍生品法、民事强制执行法等，修改反垄

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洗钱法、公司法、企

业破产法、保险法、信托法等。五是完善国家机

构组织和职能立法，提出修改监督法、行政复议

法、行政强制法，制定检察公益诉讼、行政程序

等方面的法律。六是研究启动条件成熟领域法典

编纂工作，提出编纂劳动法典、知识产权法典

等。此外，还提出了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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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议案。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大会秘书处对代表提出

的议案逐件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没有需要列入本

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大会秘书处建议，将代表提

出的议案分别交由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

议。其中，交由民族委员会审议１件，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审议１２３件，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审议

４７件，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１１０件，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７３件，外事委员会审议１

件，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４２件，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审议２７件，社会建设委员会审议６３

件。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后，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经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印发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作

出反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的代表

提出的议案，是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

职责。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改了全国人

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对专门委员会

联系代表和议案审议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大会

秘书处就代表议案审议和相关工作提出如下建

议：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坚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在确保质

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工作步伐，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

度，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

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二、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发挥代表

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健全专门委

员会联系代表工作机制，加强与提出议案代表的

沟通，积极邀请代表参与立法调研、起草、论

证、审议、评估和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活动，

充分听取、认真研究采纳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及时向代表反馈议案交付审议情况和代表意见建

议采纳情况。

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把审议代表

议案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结合起

来，统筹推进立法重点工作任务，健全专门委员

会牵头起草重要法律草案机制，对有关部门起草

的法律草案提前介入、加强协调，发挥审议环节

把关作用，实现立法政治效果、法治效果、社会

效果最大化。

四、推进议案审议结果报告规范化，全面反

映每件议案审议结果，注重反映围绕审议议案开

展联系代表等工作情况，积极回应代表和群众关

切，提升议案工作整体成效。

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五 次 会 议 秘 书 处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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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

（共４８７件）

　　一、交民族委员会审议的１件：

１、云南代表团：关于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

进法的议案 （第７８号）。

二、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的１２３件：

２、李征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人民防空法的

议案（第１８０号）；

３、张淑琴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体育法的

议案 （第１５１号）；

４、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体育法的议

案 （第４０１号）；

５、易捷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司法的议

案 （第２０５号）；

６、胡建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司法的议

案 （第２１０号）；

７、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司法的议

案 （第３９６号）；

８、张学武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司法的议

案 （第４２７号）；

９、胡季强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司法的

议案 （第４６８号）；

１０、乔彬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的议案 （第２２７号）；

１１、陈瑞爱等５７名代表：关于修改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的议案 （第２３７号）；

１２、肖胜方等４８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４８号）；

１３、冯帆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

的议案 （第９３号）；

１４、孟平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１２９号）；

１５、才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

的议案 （第２９９号）；

１６、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３５７号）；

１７、沈昌健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４３５号）；

１８、王静成等４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４４２号）；

１９、潘向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１４号）；

２０、张志良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５号）；

２１、肖胜方等６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７号）；

２２、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６１号）；

２３、李彬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６８号）；

２４、法蒂玛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８３号）；

—３２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２５、刘希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８６号）；

２６、李秀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９２号）；

２７、云南代表团：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

１３９号）；

２８、庹庆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１４４号）；

２９、殷红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１４６号）；

３０、杨林花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１５９号）；

３１、张德芹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１６８号）；

３２、黄东兵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１６９号）；

３３、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２２１号）；

３４、李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２２３号）；

３５、高琛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２２５号）；

３６、亢德芝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２２６号）；

３７、齐玫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２３６号）；

３８、聂鹏举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２８４号）；

３９、樊芸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２８６号）；

４０、陈凤珍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３１８号）；

４１、王文全等３５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３２０号）；

４２、张灼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３２３号）；

４３、方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３５４号）；

４４、樊芸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３５６号）；

４５、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３６４号）；

４６、才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３８３号）；

４７、王贻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３９３号）；

４８、秦癑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０５号）；

４９、李孝轩等３８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２１号）；

５０、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２８号）；

５１、朱明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４４号）；

５２、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６６号）；

５３、陈玮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４７５号）；

５４、陈玮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

（第４７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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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蒋胜男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８３号）；

５６、蔡继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刑法的议

案 （第４８４号）；

５７、法蒂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反分裂国

家法的议案 （第７２号）；

５８、洪波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第８９号）；

５９、海南代表团：关于修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第１０６号）；

６０、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第２２０号）；

６１、刘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第４１３号）；

６２、崔建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第４４９号）；

６３、王雅丽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国家赔偿

法的议案 （第２２８号）；

６４、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国家赔偿

法的议案 （第４４６号）；

６５、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国籍法的

议案 （第２３２号）；

６６、石嘉兴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国籍法的

议案 （第３６５号）；

６７、张学锋等３３名代表：关于修改国防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４３９号）；

６８、杨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４６号）；

６９、潘越等３５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６２号）；

７０、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１４５号）；

７１、朱列玉等４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益

保障法的议案 （第２８２号）；

７２、黄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３２４号）；

７３、陈建银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益

保障法的议案 （第３７６号）；

７４、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妇女权益

保障法的议案 （第４２６号）；

７５、曾丽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

的议案 （第１５２号）；

７６、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

的议案 （第１５６号）；

７７、查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

的议案 （第１７０号）；

７８、张海波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２４０号）；

７９、沈昌健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２８３号）；

８０、阳海玲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３１９号）；

８１、李晓林等３８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３５５号）；

８２、杨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

的议案 （第３９５号）；

８３、王静成等４５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４３３号）；

８４、肖胜方等３８名代表：关于修改民事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４４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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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法典的

议案 （第７７号）；

８６、翁国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民法典的

议案 （第１５４号）；

８７、周云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民法典的

议案 （第１７１号）；

８８、朱献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法典的

议案 （第２３５号）；

８９、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法典的

议案 （第３５８号）；

９０、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突发事件

应对法的议案 （第４４８号）；

９１、田立坤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网络安全

法的议案 （第４８２号）；

９２、丁光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职业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１３号）；

９３、刘希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职业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８７号）；

９４、屈胜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职业教育法

的议案 （第１５３号）；

９５、秦和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职业教育法

的议案 （第２１９号）；

９６、杨林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复议法

的议案 （第１７５号）；

９７、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复议

法的议案 （第４４７号）；

９８、魏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强制法

的议案 （第３８７号）；

９９、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

的议案 （第１５５号）；

１００、庹必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诉

讼法的议案 （第１６１号）；

１０１、杨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２８０号）；

１０２、张淑芬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诉

讼法的议案 （第３６７号）；

１０３、魏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诉讼

法的议案 （第４３１号）；

１０４、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行政诉

讼法的议案 （第４４５号）；

１０５、郝俊海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７４号）；

１０６、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３２１号）；

１０７、郑裕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７４号）；

１０８、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的议案 （第３７号）；

１０９、陈建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的议案 （第３２２号）；

１１０、罗东川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的议案 （第４６３号）；

１１１、袁友方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备案审

查法的议案 （第２８１号）；

１１２、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期货和衍

生品法的议案 （第２０１号）；

１１３、肖胜方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民事强

制执行法的议案 （第４４０号）；

１１４、孙春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爱国主

义法的议案 （第６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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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行政程

序法的议案 （第３９０号）；

１１６、肖胜方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行政补

偿法的议案 （第４３７号）；

１１７、丁光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黑土地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２号）；

１１８、樊庆峰等３５名代表：关于授权最高人

民检察院在深圳开展涉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试

点工作的议案 （第４６４号）；

１１９、周光权等３１名代表：关于编纂刑法典

的议案 （第４４３号）；

１２０、法蒂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编纂劳动法

典的议案 （第５９号）；

１２１、马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编纂劳动法典

的议案 （第３５３号）；

１２２、郑功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编纂劳动法

典的议案 （第３８５号）；

１２３、杨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编纂知识产权

法典的议案 （第４１４号）；

１２４、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编纂行政基

本法典的议案 （第４７７号）。

三、交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审议的４７件：

１２５、海南代表团：关于修改人民警察法的议

案 （第１３３号）；

１２６、杨震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人民警

察法的议案 （第１８７号）；

１２７、魏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人民警察

法的议案 （第４０９号）；

１２８、马永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人民调

解法的议案 （第３０６号）；

１２９、乞国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人民陪

审员法的议案 （第１８４号）；

１３０、上海代表团：关于修改仲裁法的议案

（第１８号）；

１３１、肖胜方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仲裁法的

议案 （第２５０号）；

１３２、龙翔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仲裁法的议

案 （第４２２号）；

１３３、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证法的

议案 （第１９３号）；

１３４、阎武等３７名代表：关于修改公证法的议

案 （第２４２号）；

１３５、孙宪忠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公证法

的议案 （第２６８号）；

１３６、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居民身

份证法的议案 （第７５号）；

１３７、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律师法的

议案 （第１９０号）；

１３８、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律师法的

议案 （第３０５号）；

１３９、李征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户口登记

条例的议案 （第１３０号）；

１４０、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议案 （第７６号）；

１４１、黄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议案 （第１８２号）；

１４２、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议案 （第１８８号）；

１４３、张晓庆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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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罚法的议案 （第３０１号）；

１４４、陈玮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议案 （第４８０号）；

１４５、海南代表团：关于修改监狱法的议案

（第１４２号）；

１４６、高明芹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监狱法的

议案 （第１４３号）；

１４７、陈靖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议案 （第１１号）；

１４８、陈凤珍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议案 （第１４０号）；

１４９、曾庆洪等３８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议案 （第２６６号）；

１５０、陈建银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议案 （第３０７号）；

１５１、陈玮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议案 （第４７９号）；

１５２、冯帆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人民检察

院法律监督法的议案 （第１０３号）；

１５３、贾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人民检察

院法律监督法的议案 （第４７１号）；

１５４、崔海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法

律服务法的议案 （第３１０号）；

１５５、李鸿彬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法

律服务法的议案 （第３１１号）；

１５６、张雄等４７名代表：关于制定反网络暴

力法的议案 （第４８５号）；

１５７、杨悦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反网络暴

力法的议案 （第４８６号）；

１５８、黄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司法救助

法的议案 （第２７４号）；

１５９、肖胜方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司法鉴

定法的议案 （第２５２号）；

１６０、陈靖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检察公益

诉讼法的议案 （第２１号）；

１６１、尤立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检察公

益诉讼法的议案 （第１４１号）；

１６２、杨小天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检察公

益诉讼法的议案 （第２７３号）；

１６３、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检察公

益诉讼法的议案 （第３９２号）；

１６４、贾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检察公益

诉讼法的议案 （第３０３号）；

１６５、张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法官人身

安全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８６号）；

１６６、朱读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法律职

业行为法的议案 （第３２７号）；

１６７、肖胜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法治宣

传教育法的议案 （第２６５号）；

１６８、余梅等３３名代表：关于制定调解法的议

案 （第１０４号）；

１６９、杨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仲裁法执

法检查的议案 （第３８９号）；

１７０、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行政处

罚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４２９号）；

１７１、袁友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行政诉

讼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３０８号）。

四、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的１１０件：

１７２、胡荃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电信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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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第４００号）；

１７３、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个人所得

税法的议案 （第２０７号）；

１７４、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中小企

业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２号）；

１７５、张淑芬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产品质

量法的议案 （第３８０号）；

１７６、周文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国

有资产法的议案 （第３４２号）；

１７７、陈晶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２２号）；

１７８、上海代表团：关于修改企业破产法的议

案 （第３１号）；

１７９、聂永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４９号）；

１８０、云南代表团：关于修改企业破产法的议

案 （第５４号）；

１８１、曹宝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１９２号）；

１８２、白鹤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２４４号）；

１８３、肖胜方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２５３号）；

１８４、王景武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２６０号）；

１８５、张晓庆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３５１号）；

１８６、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３５２号）；

１８７、王静成等４２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４５６号）；

１８８、胡季强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企业破

产法的议案 （第４６７号）；

１８９、张智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保险法

的议案 （第９８号）；

１９０、张智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信托法

的议案 （第９７号）；

１９１、王景武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信托法

的议案 （第２６１号）；

１９２、李洪亮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路法

的议案 （第９６号）；

１９３、唐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路法的

议案 （第３３１号）；

１９４、马玉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议案 （第２６号）；

１９５、李志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反垄断

法的议案 （第５０号）；

１９６、王景武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反洗钱

法的议案 （第２４８号）；

１９７、陈建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反洗钱

法的议案 （第３４０号）；

１９８、张智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业银

行法的议案 （第９９号）；

１９９、海南代表团：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的议

案 （第１２４号）；

２００、樊芸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业银行

法的议案 （第３４８号）；

２０１、周振海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业银

行法的议案 （第３７３号）；

２０２、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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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第５３号）；

２０３、樊芸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商标法的

议案 （第２５９号）；

２０４、曾光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商标法

的议案 （第３３３号）；

２０５、倪海琼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０３号）；

２０６、李康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对外贸易

法的议案 （第３７２号）；

２０７、倪海琼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建筑法

的议案 （第１２０号）；

２０８、陈爱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建筑法

的议案 （第１２２号）；

２０９、邹彬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建筑法的

议案 （第３５０号）；

２１０、彭寿等４８名代表：关于修改建筑法的

议案 （第４６１号）；

２１１、章联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政府采

购法的议案 （第９０号）；

２１２、闫傲霜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标准化

法的议案 （第２６７号）；

２１３、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民用航

空法的议案 （第３３０号）；

２１４、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海关法

的议案 （第３７７号）；

２１５、刘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海关法的

议案 （第３８６号）；

２１６、上海代表团：关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议案 （第３０号）；

２１７、温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环境保护

税法的议案 （第３８４号）；

２１８、马玉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票据法

的议案 （第２７号）；

２１９、余维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税收征

收管理法的议案 （第１７３号）；

２２０、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节约能

源法的议案 （第７３号）；

２２１、樊芸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证券法的

议案 （第３８８号）；

２２２、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进出口

商品检验法的议案 （第３４６号）；

２２３、陈靖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邮政法的

议案 （第９号）；

２２４、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邮政法

的议案 （第３３４号）；

２２５、陈靖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铁路法的

议案 （第７４号）；

２２６、陈爱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铁路法

的议案 （第１２３号）；

２２７、杨伟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铁路法

的议案 （第２４６号）；

２２８、王景武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银行业

监督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５８号）；

２２９、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业主委

员会选举法的议案 （第３１６号）；

２３０、杜彦良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交通运

输法的议案 （第３８１号）；

２３１、倪海琼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住房租

赁法的议案 （第１１９号）；

２３２、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住房租

—０３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赁法的议案 （第３３５号）；

２３３、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益广

告法的议案 （第３３９号）；

２３４、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发展规

划法的议案 （第２８号）；

２３５、杨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发展规划

法的议案 （第３７５号）；

２３６、王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商业秘密

法的议案 （第７号）；

２３７、杨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商业秘密

法的议案 （第３７９号）；

２３８、王俊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商事调

解法的议案 （第１０号）；

２３９、肖胜方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商事调

解法的议案 （第２５６号）；

２４０、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债法

的议案 （第３３７号）；

２４１、云南代表团：关于制定地理标志保护法

的议案 （第５５号）；

２４２、亢德芝等３６名代表：关于制定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法的议案 （第２２４号）；

２４３、石嘉兴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外空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４２５号）；

２４４、周文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大数据

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４３号）；

２４５、王玉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存款保

险法的议案 （第２１８号）；

２４６、侯华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工业遗

产保护和利用法的议案 （第２５７号）；

２４７、普尔巴·图格杰加甫等３０名代表：关

于制定彩票法的议案 （第５２号）；

２４８、耿学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彩票法

的议案 （第４６２号）；

２４９、白鹤祥等３４名代表：关于制定征信法

的议案 （第２４５号）；

２５０、陈建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征信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１９７号）；

２５１、胡荃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房地产交

易法的议案 （第４５５号）；

２５２、田春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房屋安

全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３６号）；

２５３、谢津秋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政务数

据共享法的议案 （第３９４号）；

２５４、吕建中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数字经

济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４号）；

２５５、雷健坤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数字经

济促进法的议案 （第６０号）；

２５６、田纯刚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数字经

济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６２号）；

２５７、田立坤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数字经

济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７４号）；

２５８、陈保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数字经

济促进法的议案 （第４６０号）；

２５９、周铁根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数据权

属法的议案 （第３８２号）；

２６０、邵志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数据资

产登记法的议案 （第１号）；

２６１、邵志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无人机

飞行管理法的议案 （第８号）；

２６２、徐诺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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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４７号）；

２６３、白鹤祥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普惠金

融法的议案 （第２４３号）；

２６４、魏洪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物业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９５号）；

２６５、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电信法

的议案 （第２９号）；

２６６、周文涛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电信法

的议案 （第３４１号）；

２６７、谢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用

奖惩法的议案 （第１６６号）；

２６８、田纯刚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

用法的议案 （第１６４号）；

２６９、沈昌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

用法的议案 （第２６９号）；

２７０、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

用法的议案 （第３３８号）；

２７１、周铁根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信

用法的议案 （第４５９号）；

２７２、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能源法

的议案 （第２３号）；

２７３、云南代表团：关于制定能源法的议案

（第５１号）；

２７４、向巧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航空产业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２１号）；

２７５、朱惠英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贸易调

整援助法的议案 （第２０４号）；

２７６、单晓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通用航

空法的议案 （第３４９号）；

２７７、白鹤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金融控

股公司法的议案 （第２５５号）；

２７８、刘桂平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议案 （第８４号）；

２７９、刘新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金融稳

定法的议案 （第８０号）；

２８０、白鹤祥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金融稳

定法的议案 （第２４７号）；

２８１、杲云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开展外商投资

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２５号）。

五、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的７３

件：

２８２、庞国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中医药法

的议案 （第６４号）；

２８３、杜延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中医药法

的议案 （第２８９号）；

２８４、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义务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２９７号）；

２８５、陆爱益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１０２号）；

２８６、乞国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１８９号）；

２８７、庄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１９６号）；

２８８、丰晓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３９７号）；

２８９、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传染病

防治法的议案 （第４３８号）；

２９０、陈树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的议案 （第２６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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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库尔班·尼亚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

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议案 （第６３号）；

２９２、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的议案 （第１７２号）；

２９３、周洪宇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学位条

例的议案 （第１２６号）；

２９４、刘希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

的议案 （第８５号）；

２９５、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

的议案 （第１７９号）；

２９６、王家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

的议案 （第１９１号）；

２９７、陈凤珍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

的议案 （第２００号）；

２９８、张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的

议案 （第３６６号）；

２９９、李康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教师法的议

案 （第４３０号）；

３００、尤立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教育法的

议案 （第１９９号）；

３０１、周洪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文物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１７８号）；

３０２、屈胜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民办教育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３１号）；

３０３、杨林花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献血法的

议案 （第１６３号）；

３０４、傅信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献血法的

议案 （第１６７号）；

３０５、丰晓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疫苗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３７０号）；

３０６、张雁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科学技术

普及法的议案 （第３９号）；

３０７、陈国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精神卫生

法的议案 （第６号）；

３０８、黄花春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精神卫

生法的议案 （第２９１号）；

３０９、庄艳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职业病防

治法的议案 （第２４１号）；

３１０、章联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药品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８８号）；

３１１、周松勃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食品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２２２号）；

３１２、陈树波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高等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２５４号）；

３１３、尤立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专门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１２８号）；

３１４、张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中医药传

统知识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３５号）；

３１５、宋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人口促进法

的议案 （第３９９号）；

３１６、陈瑞爱等５４名代表：关于制定人才发

展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６４号）；

３１７、戴雅萍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全民终

身教育法的议案 （第２３９号）；

３１８、买世蕊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全民阅

读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３２号）；

３１９、郑奎城等３９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卫

生法的议案 （第１３２号）；

３２０、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公共场

所禁烟法的议案 （第３９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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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王凤巧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在线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２９０号）；

３２２、崔海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２７号）；

３２３、罗卫红等３４名代表：关于制定婴幼儿

托育保障法的议案 （第４５８号）；

３２４、孙正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婴幼儿

托育服务法的议案 （第３９１号）；

３２５、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孝文化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４５号）；

３２６、潘桂仙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学位法的

议案 （第１０５号）；

３２７、王中立等３５名代表：关于制定学前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４号）；

３２８、陈静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学前教育法

的议案 （第２８８号）；

３２９、陈凤珍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学前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２９５号）；

３３０、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广播电

视法的议案 （第１９号）；

３３１、祝淑钗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执业护

士法的议案 （第１６５号）；

３３２、海南代表团：关于制定护士法的议案

（第１０７号）；

３３３、胡春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护士法的

议案 （第２７２号）；

３３４、宋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护士法的议

案 （第３６９号）；

３３５、葛道凯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拔尖创

新人才教育促进法的议案 （第４１号）；

３３６、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文化产

业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９４号）；

３３７、张志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校外培

训监管法的议案 （第３００号）；

３３８、甘楚林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爱国卫

生法的议案 （第１００号）；

３３９、周洪宇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的议案 （第１５７号）；

３４０、温秀玲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的议案 （第１９４号）；

３４１、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法的议案 （第１９５号）；

３４２、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的议案 （第４７２号）；

３４３、沈满洪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繁荣哲

学社会科学促进法的议案 （第３０２号）；

３４４、陈树波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红色文

化保护与传承法的议案 （第２７０号）；

３４５、陈力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红色文化

资源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号）；

３４６、杨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红色资源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３７８号）；

３４７、云南代表团：关于制定细胞研究和应用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１２５号）；

３４８、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终身教

育法的议案 （第２９８号）；

３４９、王威东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罕见病

诊疗及管理法的议案 （第１３４号）；

３５０、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药师法的

议案 （第２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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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汤亮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高校学生

实习法的议案 （第７０号）；

３５２、葛道凯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学校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４４号）；

３５３、崔海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民办教

育促进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１１１号）；

３５４、朱登云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食品安

全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２６３号）。

六、交外事委员会审议的１件：

３５５、陈玮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出境入境

管理法的议案 （第４７８号）。

七、交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审议的４２件：

３５６、郭乃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可再生

能源法的议案 （第２０９号）；

３５７、鲍守坤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可再生

能源法的议案 （第４０７号）；

３５８、陈隆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议案 （第１０１号）；

３５９、陈玮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议案 （第４７３号）；

３６０、李秀香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土地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９４号）；

３６１、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土地管

理法的议案 （第３０９号）；

３６２、孙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土地管理

法的议案 （第４０６号）；

３６３、张玉珍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海洋环

境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１２号）；

３６４、李桂杰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海洋环

境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９８号）；

３６５、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深海海

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议案 （第４０２号）；

３６６、胡成中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环境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２８５号）；

３６７、庹勤慧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环境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２９６号）；

３６８、方同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环境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４０３号）；

３６９、张学政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矿产资

源法的议案 （第３８号）；

３７０、谢生瑞等３４名代表：关于修改矿产资

源法的议案 （第４５７号）；

３７１、郝俊海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草原法

的议案 （第１１４号）；

３７２、冯艳玲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草原法

的议案 （第２１２号）；

３７３、周潮洪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防洪法

的议案 （第４１０号）；

３７４、于安玲等４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南四湖

流域保护法的议案 （第５８号）；

３７５、王江滨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南极活

动与环境保护法的议案 （第２１５号）；

３７６、刘光萍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原子能

法的议案 （第２３４号）；

３７７、张春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土空

间规划法的议案 （第４０号）；

３７８、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公

园法的议案 （第１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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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９、侯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公园

法的议案 （第５６号）；

３８０、郭乃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公

园法的议案 （第２０２号）；

３８１、郭素萍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国家公

园法的议案 （第４０４号）；

３８２、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地下水

资源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７号）；

３８３、丁照民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核损害

赔偿法的议案 （第２７７号）；

３８４、徐晓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水库泄洪

法的议案 （第４３６号）；

３８５、黄久生等１０４名代表：关于制定淮河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１１３号）；

３８６、皇甫立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淮河

保护法的议案 （第１１８号）；

３８７、崔建梅等５４名代表：关于制定淮河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２９２号）；

３８８、秦和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环境教育

法的议案 （第２１７号）；

３８９、胡季强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法的议案 （第４６５号）；

３９０、李征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电磁辐射

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第１１５号）；

３９１、方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碳中和促

进法的议案 （第４１１号）；

３９２、高红卫等３６名代表：关于制定碳达峰

碳中和促进法的议案 （第５７号）；

３９３、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自然保

护区法的议案 （第１５号）；

３９４、陈凤珍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节约用

水法的议案 （第２９３号）；

３９５、郭乃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资源综

合利用法的议案 （第２７８号）；

３９６、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应对气

候变化法的议案 （第４７０号）；

３９７、党永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环境保

护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１１６号）。

八、交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的２７件：

３９８、陈春芳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农业法

的议案 （第１７６号）；

３９９、王萌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农业法

的议案 （第４３４号）；

４００、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农村土

地承包法的议案 （第７１号）；

４０１、李宗胜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农村土

地承包法的议案 （第２２９号）；

４０２、陈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水法的议

案 （第４３号）；

４０３、陈瑞爱等５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水法的

议案 （第２５１号）；

４０４、于普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渔业法

的议案 （第１８３号）；

４０５、莫华福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渔业法

的议案 （第１８５号）；

４０６、郭乃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人参产

业发展法的议案 （第２７９号）；

４０７、孙元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伴侣动

物保护和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３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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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新甲旦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伴侣

动物保护和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８７号）；

４０９、周松勃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供销合

作社法的议案 （第２３３号）；

４１０、郭迎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农业生

产托管法的议案 （第６９号）；

４１１、乔彬等３３名代表：关于制定农产品批

发市场法的议案 （第２３１号）；

４１２、陈保善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的议案 （第１８１号）；

４１３、孙宪忠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的议案 （第２７１号）；

４１４、陈静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的议案 （第３０４号）；

４１５、方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的议案 （第３６８号）；

４１６、朱列玉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反虐待

动物法的议案 （第２４９号）；

４１７、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反虐待

动物法的议案 （第３１４号）；

４１８、党永富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植物保

护法的议案 （第１１７号）；

４１９、陈静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植物保护

法的议案 （第３１２号）；

４２０、李登海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种业促

进法的议案 （第１３８号）；

４２１、陈静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粮食安全

保障法的议案 （第３１３号）；

４２２、秦光蔚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耕地质

量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２号）；

４２３、杨宝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乡村振

兴促进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３５９号）；

４２４、孙建博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开展森林法

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１３７号）。

九、交社会建设委员会审议的６３件：

４２５、韩德洋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

同法的议案 （第１３６号）；

４２６、曹宝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

同法的议案 （第３７１号）；

４２７、李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劳动合同

法的议案 （第４１２号）；

４２８、黄花春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反家庭

暴力法的议案 （第２１６号）；

４２９、刘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反家庭暴

力法的议案 （第４１７号）；

４３０、王静成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反家庭

暴力法的议案 （第４５４号）；

４３１、曹永鸣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家庭教

育促进法的议案 （第４２０号）；

４３２、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慈善法

的议案 （第６６号）；

４３３、海南代表团：关于修改慈善法的议案

（第１０８号）；

４３４、初建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慈善法

的议案 （第２７５号）；

４３５、张天任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慈善法

的议案 （第４８１号）；

４３６、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议案 （第６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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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李盨雁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议案 （第４１５号）；

４３８、王能干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议案 （第８１号）；

４３９、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残疾人

保障法的议案 （第８２号）；

４４０、陈靖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消防法的

议案 （第５号）；

４４１、章联生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消防法

的议案 （第９１号）；

４４２、李亚兰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矿山安

全法的议案 （第３６２号）；

４４３、伊彤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社会保险

法的议案 （第２７６号）；

４４４、谢宝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社会保

险法的议案 （第３６３号）；

４４５、方燕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的议案 （第１０９号）；

４４６、黄超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的议案 （第１１０号）；

４４７、祝淑钗等３１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的议案 （第１４９号）；

４４８、李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的议案 （第２１１号）；

４４９、王艳等３２名代表：关于修改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的议案 （第３６１号）；

４５０、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修定消防法

的议案 （第３６号）；

４５１、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中老年

人就业促进法的议案 （第７９号）；

４５２、曹宝华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企业民

主管理法的议案 （第２３８号）；

４５３、佘才高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法的议案 （第３２５号）；

４５４、郑功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儿童福

利法的议案 （第４１６号）；

４５５、耿学梅等３３名代表：关于制定儿童福

利法的议案 （第４５０号）；

４５６、郑功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养老服

务法的议案 （第４１８号）；

４５７、陈保华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养老服

务法的议案 （第４５１号）；

４５８、张冬云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养老服

务法的议案 （第４５２号）；

４５９、温秀玲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养老服

务法的议案 （第４８７号）；

４６０、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医疗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３４号）；

４６１、祝淑钗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医疗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１７７号）；

４６２、徐云波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医疗保

障法的议案 （第３１７号）；

４６３、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危险化

学品安全法的议案 （第３３号）；

４６４、杨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城乡社区

治理促进法的议案 （第２０６号）；

４６５、杨震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志愿服

务法的议案 （第１６０号）；

４６６、杨震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文明行为

促进法的议案 （第４０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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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７、陈国民等６６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３号）；

４６８、方燕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１５０号）；

４６９、李莉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１５８号）；

４７０、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２１３号）；

４７１、秦和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２１４号）；

４７２、高莉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３２６号）；

４７３、郑杰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３４４号）；

４７４、王嘉鹏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４３２号）；

４７５、吕世明等７５名代表：关于制定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的议案 （第４６９号）；

４７６、郑功成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殡葬法

的议案 （第４２４号）；

４７７、孙燕等３２名代表：关于制定生育保险

法的议案 （第３１５号）；

４７８、杨松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救助

法的议案 （第２０８号）；

４７９、杨震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救

助法的议案 （第３２９号）；

４８０、谢宝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救

助法的议案 （第３６０号）；

４８１、耿学梅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救

助法的议案 （第４５３号）；

４８２、史贵禄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制定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法的议案 （第３５号）；

４８３、郑奎城等３９名代表：关于制定长期护

理保险法的议案 （第１４７号）；

４８４、秦癑飞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妇女权

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４２３号）；

４８５、温娟等３０名代表：关于开展家庭教育

促进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４１９号）；

４８６、孙建博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开展残疾人

保障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１４８号）；

４８７、杨震生等３１名代表：关于开展残疾人

保障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第３２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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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 （１７５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仲礼 丁薛祥 乃依木·亚森（维吾尔族） 万鄂湘 习近平 马伟明

马兴瑞 马逢国 王东明 王东峰 王　宁 王光亚 王　刚

王岐山 王沪宁 王君正 王建军 王砚蒙（女，傣族） 王宪魁

王勇超 王莉霞（女，蒙古族） 王　晨 王银香（女） 支月英（女） 尤　权

尹　力 尹　弘 邓　丽（女） 邓　凯 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

艾尔肯·吐尼亚孜（维吾尔族） 左中一 石泰峰 旦正草（女，藏族）

叶诗文（女） 史大刚 史耀斌 白玛赤林（藏族） 白春礼（满族）丛　斌

冯淑玲（女，满族） 吉狄马加（彝族） 吉炳轩 吕世明 朱国萍（女）

向　巧（女，苗族） 刘艺良 刘　宁 刘远坤（苗族）刘国中 刘海星

齐　玉 江天亮（土家族） 许为钢 许立荣 许宁生 许其亮

许　勤 苏嘎尔布（彝族） 杜德印 李干杰 李　飞 李飞跃（侗族）

李　伟 李作成 李　希 李学勇 李钺锋 李家俊 李　鸿（女）

李鸿忠 李　强 李静海 杨洁篪 杨洪波（白族）杨振武 杨　蓉（女）

肖开提·依明（维吾尔族） 肖怀远 吴　月（女，黎族） 吴玉良 吴政隆

邱　勇 何健忠 何毅亭 邹晓东 应　勇 冷　溶 汪其德

汪　洋 汪鸿雁（女） 沙　!

（女，回族） 沈春耀 沈晓明 沈跃跃（女）

张又侠 张少琴 张升民 张　平 张业遂 张庆伟 张志军

张　轩（女） 张伯军 张国清 张春贤 张　毅 陆东福 陈全国

陈　希 陈　竺 陈润儿 陈敏尔 陈锡文 武维华 苗　华

林　武 林建华 易炼红 罗保铭 罗　萍（女，哈尼族）

罗　毅（布依族） 郑军里（瑶族）郑栅洁 郑奎城 降巴克珠（藏族）

赵乐际 赵宪庚 赵　贺 郝明金 咸　辉（女，回族）

哈尼巴提·沙布开（哈萨克族） 段春华 信春鹰（女） 洛桑江村（藏族）

姚建年 骆惠宁 袁　驷 袁家军 栗战书 夏伟东 徐延豪

徐绍史 徐留平 殷一璀（女） 高红卫 高虎城 郭声琨 黄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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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云 黄志贤 黄坤明 黄楚平 黄路生 曹建明 曹鸿鸣

康志军 谌贻琴（女，白族） 彭清华 董中原 蒋卓庆 韩立平

景俊海 傅自应 傅　莹（女，蒙古族） 谢经荣 蓝天立（壮族）楼阳生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赫　捷 蔡达峰 蔡　奇 廖晓军

谭耀宗 魏后凯

秘书长

王　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主 席 团 常 务 主 席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栗战书 王　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跃跃（女） 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 万鄂湘 陈　竺 王东明

白玛赤林（藏族）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武维华 杨振武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副 秘 书 长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杨振武 信春鹰（女） 李　飞 张业遂 孔绍逊 李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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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五 次 会 议 议 程

（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三、审查２０２１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２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修正草案）》的

议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

举问题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

案）》的议案

七、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

案）》的议案

八、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

九、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十、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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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本次常委会会议顺利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常委会工作报告稿，通过

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

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为召开大

会做好准备；作出２个改革决定，听取审议１个

专项工作报告，还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有

关任免案。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法定职责，也是接受代表和人民监督的

重要体现。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同志充分肯定

常委会一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过去一年在党

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迎来了许多

大事喜事，完成了一系列艰巨繁重任务，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过去一年在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史上也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建党百年

的重要历史节点，党中央首次召开人大工作会

议，专门印发文件，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人大同志倍感振奋、倍受鼓

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极

大增强。一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常

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立

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十四

五”良好开局作出了人大贡献。大家普遍赞成常

委会工作报告稿，认为这个报告定位准确、主题

突出、结构合理、内容凝炼，是一个站位高、立

意远、文风实的好报告。大家在审议中提出的意

见建议，文件起草组要逐条梳理研究，能吸收的

尽量吸收，抓紧修改完善，按程序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对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建

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采纳，切实加强和改进

相关工作。

本次会议有３项议程与全面深化改革有关。

一是适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作出关于中

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明确士

兵军衔的性质、等级、称谓等制度和具体规范。

二是作出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服务和

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三是根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作出的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

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听取审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决定实施三年来有关情况的报告。

本届以来，常委会坚持把改革发展决策同立

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

于法有据，先后作出２０多个改革决定和授权决

定，统筹修改８０多件次法律，为各领域改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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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供更完善的法治保障。对人大作出的改革决

定和授权决定，要继续加强跟踪监督、调研和评

估。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需要上升为

法律的，要及时制定修订法律；实践证明需要延

期或扩大试行的，要及时作出新的授权决定，确

保立法与改革紧密衔接。

再过５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就要召

开了，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国内外

都十分关注。开好这次大会，对于统一思想、坚

定信心，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中央高度

重视这次大会，多次听取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组织筹备工作、开好今

年大会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完成各项预定任务，确保十

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顺利举行、圆满成功。这

里，我再强调几点。

第一，紧紧围绕今年党和国家工作主线，突

出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主基调。今年将召

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全年工作的主线，人大各项

工作包括今年的大会都要围绕这个主线来谋划和

开展。按照议程安排，会议将听取审议 “一府两

院”和常委会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年度计划、预

算，还将审议地方组织法修正草案和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选举的有关决定和办法，这些都事关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不同领域的贯彻和落实。要引导

代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形势判断

和决策部署上来，审议好、完善好各项议案报

告，确保高票顺利通过。要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和

舆论引导，展现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

貌，为党的二十大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

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第二，深入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营造畅所

欲言、求真务实的会议氛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每

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生动展示我国全过

程人民民主特点和优势的重要实践。要尊重和保

障代表的民主权利，支持和引导代表踊跃发言，

让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充分表达意见建议，把人

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反映上来，为党和国家各项

工作建真言献良策。要认真研究吸纳代表提出的

意见建议，推动有关国家机关及时修改完善各项

报告和文件，保证各项工作部署更好地接地气、

察民情、聚民意、惠民生，真正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第三，周密细致做好组织筹备工作，确保大

会紧凑高效、安全有序。过去两年，我们克服疫

情影响，在改进会风、精简办会等方面作了不少

创新，代表和群众反响积极，习近平总书记给予

充分肯定。去年修改的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从法律

层面对优化会议流程、提高审议质量等作出了规

定。今年，要全面贯彻法律各项要求，运用好经

验、传承好作风，细之又细抓好会议各项组织筹

备工作。要高度重视、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从严从实细化

方案、抓好落实，确保万无一失。大会秘书处要

进行再督促再落实，动员全体人员提高政治站

位，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保障大会安全、有

序、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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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八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军队的指挥

和管理，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据宪法，现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作如下决

定：

一、士兵军衔是表明士兵身份、区分士兵等

级的称号和标志，是党和国家给予士兵的地位和

荣誉。

士兵军衔分为军士军衔、义务兵军衔。

二、军士军衔设三等七衔：

（一）高级军士：一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

三级军士长；

（二）中级军士：一级上士、二级上士；

（三）初级军士：中士、下士。

军士军衔中，一级军士长为最高军衔，下士

为最低军衔。

三、义务兵军衔由高至低分为上等兵、列

兵。

四、士兵军衔按照军种划分种类，在军衔前

冠以军种名称。

五、军衔高的士兵与军衔低的士兵，军衔高

的为上级。军衔高的士兵在职务上隶属于军衔低

的士兵的，职务高的为上级。

六、士兵军衔的授予、晋升，以本人任职岗

位、德才表现和服役贡献为依据。

七、士兵军衔的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由中

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５４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士兵必须按照规定佩带与其军衔相符的军衔

标志。

八、士兵服现役的衔级年限和军衔授予、晋

升、降级、剥夺以及培训、考核、任用等管理制

度，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九、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警士、义务

兵的衔级制度，适用本决定。

十、本决定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起施行。

对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

衔级制度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７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　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中央军委委托，现对 《关于中国人民解

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草案）》作说

明。

一、必　要　性

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士兵队伍建设有关重要

指示要求，这轮士兵制度改革，将基于军衔探索

构建新的士兵制度体系，分类规范军士、义务兵

服役管理政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 《决定》，

主要基于２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贯彻依法治

国、依宪治国的客观要求。习主席强调，宪法是

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

国。根据宪法，衔级制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规

定。１９８８年我军建立新的军衔制度时，考虑到

士兵军衔制度尚在研究论证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行出台了 《军官军衔条例》，同时在条例中明

确士兵军衔制度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这次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对士兵军衔制度作出明

确，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能够更

好地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另一方面，是依法推

进士兵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根据军事政策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将对军士、义务兵服役管理基础

性制度作出调整。考虑到相关改点复杂敏感，明

确由中央军委具体规范士兵军衔管理相关事项，

组织在军队内部先行先试，可保证士兵制度改革

有序推进、依法运行。

二、主 要 内 容

草案主要规定了３个方面内容：

（一）士兵军衔的性质。为有效激发士兵服

役积极性，增强荣誉感尊崇感，明确士兵军衔是

表明士兵身份、区分士兵等级的称号和标志，是

党和国家给予士兵的地位和荣誉。

（二）士兵军衔的设置。适应军队人员分类

管理的改革需要，分别对军士、义务兵的军衔等

级、称谓作出明确。其中，军士军衔设 “三等七

衔”（高级军士：一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三

级军士长；中级军士：一级上士、二级上士；初

级军士：中士、下士），义务兵军衔设上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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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兵两衔。

（三）士兵军衔的管理。为规范士兵军衔管

理，对军衔的军种冠名、上下级关系和标志佩带

等作出明确，同时明确士兵服现役的衔级年限和

军衔授予、晋升、降级、剥夺以及培训、考核、

任用等管理制度，由中央军委具体规定，以尽快

构建完善士兵军衔管理制度体系，确保军队改革

有关举措落地见效。

此外，为同步调整规范武警部队士兵衔级制

度，明确武警部队适用该决定。

三、组 织 实 施

根据 《决定》，中央军委将先行出台 《军士

暂行条例》、 《义务兵暂行条例》及相关配套法

规，待运行成熟后再会同国务院修订调整有关法

规。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

决定 （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对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

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２月２７日上午对 《关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草

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士兵衔级制

度是军人衔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常

委会就士兵衔级制度以立法形式专门作出决定，

有利于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士兵队伍建设，有利于

确保士兵制度改革于法有据、稳妥推进，是履行

宪法职责、贯彻落实宪法关于军人衔级制度的具

体体现，赞成将决定草案提请本次会议表决通

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

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于２月２７日中午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

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的审议意见，对决定草案进

行了审议。中央军委办公厅军委法制局、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有关

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

决定草案关于士兵军衔性质、等级、称谓等制度

的规定，以及由中央军委规定衔级年限等具体管

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宪法的精神和要求，是可行

的。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决定草案导语段规定：“为了贯彻党中

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根据宪法，现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 （以下称士兵）的衔

级制度作出如下决定”。有的常委委员建议完善

上述表述，做好政策文件的法律转化。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修改为：“为了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加强军队的指挥和管理，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根据宪法，现就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役士兵衔级制度作如下决定”。

—７４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２　



二、决定草案第七条规定：“士兵必须按照

规定佩带与其军衔相符的军衔标志。”有的常委

委员建议对士兵军衔标志的式样和佩带办法作出

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一款

作为第一款，规定：“士兵军衔的标志式样和佩

带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本决定的施行时

间确定为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还

对决定草案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

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草案修改稿），建议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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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加大金融司法保护力度，营造良好金融

法治环境，维护金融安全，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

组织法，现作如下决定：

一、设立成渝金融法院。

成渝金融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

院根据金融案件的类型和数量决定。

二、成渝金融法院专门管辖以下案件：

（一）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范围内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

金融民商事案件；

（二）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范围内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以金融

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

（三）以住所地在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为

被告或者第三人，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

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

（四）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范围内的基层人民法院第一审金融民商事

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

案件以及再审案件；

（五）依照法律规定应由其执行的案件；

（六）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其管辖的其他金

融案件。

成渝金融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案

件，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三、成渝金融法院对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成渝金融法院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和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监督。成渝金融法院依法接受

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四、成渝金融法院院长由重庆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

成渝金融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

长、副庭长、审判员由成渝金融法院院长提请重

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五、本决定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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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

决定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７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按照会议安排，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通过的 《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方案》，现

就 《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草案）》作

如下说明：

一、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

质量发展的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为

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并明确提出设立金融法院。设立成渝金融

法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

对服务保障国家金融战略实施，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完善中国特色金融司法体系，维护金融安

全，提升我国金融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

平，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从目前重庆市、四川省法院审判工作情况来

看，设立金融法院的基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一

是具有较好的审判基础。近年来，两地法院在完

善金融审判规则、推进金融审判改革、加强金融

审判专业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重庆市

渝中区人民法院早在２０１０年就成立了金融审判

庭，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年成立金

融审判庭。二是具有较好的审判人才队伍基础。

目前，重庆市、四川省法院从事相关领域审判工

作的法官１６００余名，审结了力帆系２４家公司票

据系列案、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系列案、四川汇通担保庞氏骗局案

等一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三是有足够的案件

数量支撑。近年来，重庆、四川两地金融活动

日趋活跃，涉金融案件逐年大幅增长，并且绝

大多数案件发生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两

地中级法院受理的相关金融案件年均达到９６００

余件。

二、《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成渝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

成渝金融法院专门管辖重庆市范围内，以及

四川省属于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应由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的部分金融民商事和涉金融行政案件。主

要包括：１．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范围内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

审金融民商事案件；２．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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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３．以住所地在

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

内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与其

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

行政案件；４．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基层人民法院第一审金融民

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的上诉、

抗诉案件以及再审案件；５．依照法律规定应由

其执行的案件；６．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其管辖

的其他金融案件。

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范围内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不再管辖金融民商事

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当事人对成渝金融法院

作出的第一审判决和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上述案件管辖范围仅是原则性意见，《决定

（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最高人民

法院还将专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成

渝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问题。

（二）关于成渝金融法院的监督

成渝金融法院属专门法院，其审级与重庆市

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相同。成渝金融法院依法定程

序设立后，对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根据法律规定，成渝金融法院的

审判工作，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和重庆市高级人民

法院的业务指导和审判监督。此外，成渝金融法

院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三）关于成渝金融法院的法官任免

参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设

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 《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

院的决定》，《决定 （草案）》明确，成渝金融法

院院长由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提请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由成渝金融法院院长提请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任免。

成渝金融法院法官从现有经验丰富的优秀金

融审判、民商事审判或行政审判法官中选任，也

可探索从优秀律师、法学专家及相关部门专业人

员中公开选拔。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案件管辖。 《决定 （草案）》提

出，成渝金融法院专门管辖重庆市范围内，以及

四川省属于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应由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的部分涉金融民商事和涉金融行政案件。

主要考虑：一是重庆市绝大部分区域均已划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金融法院管辖重庆市范

围内的所有涉金融民商事、行政的一审、二审案

件，可以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和法律适用标准，

提高金融审判质效，也有利于重庆地区小额贷款

公司的贷款余额较高等金融风险问题的防范化解

和集中处置。目前，北京、上海金融法院均管辖

本市范围内的所有涉金融民商事、行政的一审、

二审案件。二是四川省内相关金融案件大部分发

生在双城经济圈范围之内，未列入双城经济圈的

阿坝、甘孜、凉山、攀枝花等市州涉金融案件较

少，且地理位置偏远，因此，从便于偏远地区人

民群众参与诉讼的角度考虑， 《决定 （草案）》

只将四川省属于双城经济圈规划范围内的有关金

融案件纳入成渝金融法院管辖范围。三是因成渝

金融法院跨省管辖，如其管辖范围包括刑事案

件，将涉及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运行机制的调

整，情况较为复杂，故目前暂管辖金融民商事和

涉金融行政案件，不包括刑事案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金融案件跨省级区域管

辖目前未有先例，无经验可循，目前 《决定 （草

案）》提出的案件管辖范围也是对跨省管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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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实际审判工

作情况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建设需

要，适时调整完善成渝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

（二）关于配套措施。为确保成渝金融法院

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成渝

金融法院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完善金融司法研究机制和智库建设，提高促进金

融改革发展和维护金融安全的决策参谋能力。

《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草案）》

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对 《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２月２７日上午对 《关于

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草案）》进行了分组

审议。普遍认为，为了加大金融司法保护力度，

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维护金融安全，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成渝金融法院，是必要

的，赞成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

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

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２月２７

日中午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

列席人员的审议意见，对决定草案进行了审议。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有

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

为，决定草案是可行的。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

见：

一、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对决定草案导

语段予以简化，做好政策文件的法律转化。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修改为：“为了加大

金融司法保护力度，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维

护金融安全，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现作

如下决定”。

二、决定草案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成

渝金融法院管辖 “重庆市以及四川省属于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

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有的意见提出，第二

项和第四项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有交叉，建议厘

清。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研

究，建议将第二项规定的案件范围限定为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的有关案件，修改为：“重庆市以及

四川省属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应由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

审涉金融行政案件”。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汇报。在常委会审议中，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

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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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人民法院组织法作出了相关规定。专门人

民法院是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

挥着独特的审判职能作用。今后设立专门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和精神，从

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整体性、结构性、合理性出

发，科学论证，统筹考虑，审慎研究。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认为，上述意见应当重视，建议请最高

人民法院和有关方面认真研究。

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本决定的施行时

间确定为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已按上述意见提出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

的决定 （草案修改稿），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

议通过。

决定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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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

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７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　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

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设立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

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按照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

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三年来 《决定》实施情况，请

审议。

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建设知识产权强

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是严格保护知识

产权、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的重要举措，对于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化审

判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

意义。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规

划了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的发展方向和

实现路径。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

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研究建立国家

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

知识产权裁判尺度不统一、诉讼程序复杂等制约

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难题。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经党中

央批准，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相

关工作启动。１０月２６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明确国家层面

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法律依据。１２月

２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

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最高人民法

院知识产权法庭 （以下简称法庭）挂牌成立，开

始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和

垄断上诉案件，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

机制正式运行。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

力监督下，在中央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最高人

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 《决定》，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在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

制建立运行后，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呈现出以下新特点、新趋势：一是案件数量增长

迅速，涉案标的额日益增大。三年来，各地法院

共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一审案件５９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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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审结５５８３５件，新收案件年均增长１０．５％；

法庭共受理此类二审案件９４５８件，审结７６８０

件，新收案件年均增长４９．３％；发明专利侵权

一审和二审案件分别年均增长２６．５％和３１．８％；

诉请金额超亿元案件增多，反映出科技发展对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烈需求。二是涉及的技术前

沿领域日益扩展，新型纠纷大量涌现。法庭受理

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

造、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案件占比超过五分之一，且增幅明显加快。裁

判中复杂技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难度不断加

大，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

新业态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亟待健全，对优

质司法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三是涉外案件占比

较大，诉讼的国际性特征更加凸显。法庭受理的

涉外案件持续快速增长，占全部案件的十分之

一，其中发明专利授权确权案件中涉外案件占比

超过四分之一，一些案件国内诉讼与国外诉讼交

织，以标准必要专利等为代表的科技领域知识产

权全球竞争更加激烈，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

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愈发重

要。四是案件来源的地域性更趋分化，审判指导

需要持续强化。案件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和产业聚

集地区，法庭受理案件中超过一半来自北京、上

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但也有一些中西部

地区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各地法院审理的关联案

件和需要准确把握多层次价值取向的案件明显增

多，在全国范围加强政策指导、工作统筹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

一、工作开展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紧紧围绕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

制目标定位，按照 “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

国际化”要求，扎实有序推进法庭建设和相关工

作开展。

（一）坚持创新驱动，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

创造活力

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激励科技创新和维护公平

竞争的职能作用。三年来，共受理涉及专利、植

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

机软件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９３６８件，审结

７６２５件；受理垄断案件９０件，审结５５件。

一是积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加大对关键核

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等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力度，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强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制定全面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司法

解释，依法审理水稻 “金粳８１８”、玉米 “隆平

２０６”等品种权案件，发布全国种业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典型案例，会同农业农村部共建合作机

制，坚决维护国家种源安全，助力打好种业翻身

仗。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会同有关部门推

进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建设，在涉 “中

药发药机”发明专利无效案中维持专利权效力，

有效服务疫情防控大局。依法保护科技创新主体

合法权益，妥善审理因科技成果权属认定、权利

转让、价值确定和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在涉

“高温微波膨化炉”“指纹识别”“彝族医药”等

专利权属案中准确认定职务和非职务发明，有效

保护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

二是切实加大侵权惩治力度。坚持严格保护

知识产权，有效防止权利滥用，持续破解知识产

权维权 “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

难题。针对举证难，依法适用证据规则，适时转

移举证责任，合理运用举证妨碍排除制度，积极

运用司法惩戒，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引导当事

人积极主动、全面诚实提供证据。针对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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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先行判决＋临时禁令”和 “发回重审＋临

时禁令”等裁判方式，及时有效制止侵权行为，

防止权利人 “赢了官司输了市场”。针对赔偿低、

成本高，切实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在 “香兰素”

技术秘密侵权案中判赔１．５９亿元，在 “卡波”

技术秘密侵权案中顶格判令５倍惩罚性赔偿

３０００余万元，全国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侵权案

件 一 审 平 均 判 赔 金 额 较 法 庭 成 立 前 增 长

１４７．１％。

三是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

反不正当竞争司法，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集中发布反垄断和反不

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在 “砖瓦协会”案中认定当

事人无权主张因其实施横向垄断协议所造成的自

身损害，明确反垄断民事救济导向。在 “驾校联

营”案中宣告联营协议等无效，从源头上制止垄

断行为。在 “沙格列汀片”发明专利侵权案中，

对药品反向支付协议作出反垄断初步审查，积极

引导市场公平竞争。在涉 “优选锯”“胍基乙酸”

“石化废气无害化处理”等技术秘密侵权案件中充

分运用举证责任转移、惩罚性赔偿等手段，坚决

遏制侵权行为，切实加强技术秘密保护。

四是依法支持监督行政行为。加强对知识产

权和反垄断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受理专利授权

确权和反垄断等行政案件２２４９件、审结１６５６

件，推动行政标准与司法标准统一。在涉 “磁共

振成像”技术发明专利无效案中科学合理解释权

利要求，加大对自主创新成果司法保护力度。妥

善审理知识产权和反垄断行政处罚、行政裁决案

件，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服务法治政府

建设。

（二）服务对外开放，推动全球知识产权与

反垄断治理规则更加公正合理

知识产权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通过依

法公正裁判涉外案件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不断增强我国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国际治

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

放。

一是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公

平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共受理涉外案件

８７７件、审结５９６件。在 “ＮＸ”计算机软件侵

权案中支持外方权利人以正版价格主张赔偿，在

“带锁髓内钉”发明专利侵权案中因侵权人拒不

提交账册改判全额支持外方权利人主张的２０００

余万元赔偿金，助力营造我国开放、公平、公

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二是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参与编写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全球专利案件管理司法指南》，组织

筹办中欧、中新等涉知识产权司法会议，４起药

品专利案件裁判入选南方中心和联合国贸发会议

“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案例数据库”。通过 “走出

去”“请进来”积极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故事，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

贡献中国智慧。

（三）深化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坚持以改革思维破解难题，以创新方式保护

创新，通过制度改革和科技赋能，切实提升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和水平。

一是加强审判指导工作。目前我国已形成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牵引、４个知

识产权法院为示范、２６个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

构为重点、地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

的专业化审判格局。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政

策，发布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年度案例、每

周新案以及年度工作报告和裁判要旨，制作发改

案件分析报告，建立上下级法院案件信息通报反

馈机制，定期举办 “法庭讲坛”等方式，切实加

强审判指导，有效提升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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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

二是健全知识产权诉讼机制。完善多元化技

术事实查明机制，建立 “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

库”和共享机制，４５０余名技术专家入库，覆盖

３０多个技术领域。探索专利民事与行政案件协

同审理机制，有效缩短纠纷解决周期，确保权利

解释协调一致。健全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

制，坚持全面随机分案，落实合议庭负责制，全

面推行类案检索，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

用，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深化便民利

民诉讼服务机制，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改革，探索

“知产法庭＋巡回法庭” “勘验＋庭审”审判模

式，简化涉外案件公证认证手续，保障当事人合

法权益。

三是推动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积极参与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定期与行政主管部门交流

研讨法律适用实务问题，推动建立数据信息共享

机制，完善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提升工作

合力。加快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

设，强化在线诉调对接。指导地方法院与执法机

关建立跨地域跨部门合作机制，助推区域协同创

新。

四是提升审判智能化水平。积极推进司法大

数据深度应用，建立全国首个技术类知识产权裁

判规则库，构建大数据分析平台，有效支撑审判

管理与司法决策。大力推进在线诉讼，推动解决

实物证据在线质证难题，探索开展上诉案件卷宗

电子化流转，疫情发生以来在线审理案件３０００

余件。全面推行诉讼文书集约送达，目前超过

９８％的案件采用电子送达，２０２１年完成电子送

达２６４４３人次，成功率９６．４％，平均周期１２．７

小时，大大缩短送达时间。

（四）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锻

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队伍

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审判专业性强、

社会关注度高、国际影响大，最高人民法院全面

加强法庭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建设，努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顾全大局、精通

法律、熟悉技术、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审判队

伍。

一是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服务大

局的意识和能力。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法

庭党建工作法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创新成果

“百优案例”，先后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 “先进基

层党组织”“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荣誉。

二是加快专业化能力建设。从最高人民法

院、各地法院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抽调借调优

秀人才，着力建设全国知识产权审判人才高地。

法庭现有４２名法官全部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其中３４％是博士，３４％有理工科和法科复

合学历背景，２５％有海外留学经历。实施 “知产

英才”计划，探索与各地法院建立人才交流培养

常态化机制，培养储备更多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

审判人才。

三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压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严格执行

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制定落

实分案细则、专业法官会议规则、审判权责清

单、“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确

保公正廉洁司法。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队伍始

终保持昂扬向上、团结拼搏、艰苦奋斗、风清气

正的良好风貌。

二、主要工作成效

经过三年运行，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

审理机制效果集中显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的新形象，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制度。近期，中央政法委委托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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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中国法学会对法庭三年工作情况开展第三方

评估，最高人民法院同步进行自我评估，一致认

为基本实现 “四个进一步”的预期目标要求。

一是裁判标准进一步统一。由法庭集中管辖

全国范围内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从

体制上解决了过去由各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存在的

裁判标准不统一问题，也有效解决了当事人对地

方保护的担忧。三年来，法庭累计召开专业法官

会议１６０次，讨论案件７７２件，总结形成一系列

裁判规则。通过加强建章立制，确保法庭内部和

上下级法院法律适用统一，增进了裁判结果的可

预期性。

二是审判质效进一步提高。法庭三年来民事

二审实体案件平均发改率１８．１％，高于法庭成

立前，调解撤诉率３５．５％；二审实体案件平均

审理周期１２２．６个自然日，较法庭成立前一般在

半年以上明显缩短。我国已成为审理专利案件最

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技术

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申请再审率相比法庭

成立前下降近１０个百分点，目前仅有１起专利

侵权案件因判后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

效而进入再审程序。根据第三方评估过程中１．４

万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曾有知识产权诉讼经历

的科技工作者中有８４．５％的人对诉讼维权结果

表示满意；超八成科技工作者认为，与三年前相

比，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得到强化、创新法治

环境得到改善。

三是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形成一批标杆性判决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到中国法院解决知识产

权纠纷，当事人均为外国主体的专利案件不断增

多，我国日益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之

一。国内外高度关注法庭设立运行，案件庭审视

频案均观看量近２万次，中英文网站访问量超过

１．４亿次，“香兰素”案仅一条微博话题即累计

阅读１．５亿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法院、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对法庭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四是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的司法保障进一步加强。通过依法审理一

系列重大知识产权和垄断纠纷，彰显保护科技创

新、维护公平竞争的鲜明态度，有力服务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聚焦国家战略实施，深入研究专

利法修改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构建中国特色

“禁诉令”制度、维护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主权等

重大问题，加强植物新品种与种质资源、中医药

传统知识、集成电路、技术秘密等重点领域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调研，相关成果有的被立法采纳，

有的被纳入国家重大规划，有的转化成为司法解

释、司法政策。

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批准设立最高人民法

院知识产权法庭、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

诉审理机制的决策完全正确。回顾总结过去三年

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必须坚持党对司法工作

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必须牢记 “国之

大者”，始终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置于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公正

合理保护；必须立足 “两个大局”，坚持统筹推

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

治理；必须遵循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统一高效解

决专业领域纠纷和前沿法律问题，实现知识产权

审判与科技创新和市场竞争实践同频共振，及时

有效回应各类创新主体的司法需求；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断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支持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工作，对知识产权法律实施情况开展专

项执法检查，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建立国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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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等重大改革作出决

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情况报告，栗战书委员长发表重要讲话。

１１月３日，王晨副委员长带领全国人大宪法法

律委、监察司法委、教科文卫委、常委会法工委

负责同志到最高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

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题调研。全国人大监察司

法委围绕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多次深入开展调

研。２０１８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知识产权审

判相关建议１１１件，２０１９年以来连续三年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均为重点督办建议，国家层面知识

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一直是代表关注的重点。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和审议 《决

定》实施情况报告，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显著优势，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显著优势，必将有力

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目前，法庭运行还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与

困难。

一是职能定位需要进一步完善。２０２１年受

理案件占全院案件的１５％，其中民事和行政二

审案件分别占全院６８％和１００％，既造成最高人

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过大，也不利于更好发挥研

究制定司法政策、加强审判监督指导等方面职能

作用。同时，案件不分大小难易都上诉至法庭，

在加剧自身人案矛盾的同时，又导致各高级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指导职能弱化和专业审判队伍

萎缩，不利于发挥各地审判资源禀赋和矛盾分流

化解优势，也影响到专业审判人才梯队培养。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 年法官人均受理案件分别为

１０９．２件、１２６．５件，远超设庭时的测算基数。

二是人财物保障亟需进一步加强。法庭由于

是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与承担的繁重任务、

重大使命不相匹配，面临人财物、办公场所保障

等诸多困难，亟待解决。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及建议

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

是党中央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大改革

任务，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事关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深入学习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更好发挥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

件上诉审理机制作用，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一是以更大力度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

紧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加大

对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等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强科技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保护，服务推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

设。

二是以更实举措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加

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不断健全完善竞

争案件裁判规则，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反垄断和反

不正当竞争案件，服务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

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三是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

依法公正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平等保护中外

权利人。加强我国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有关法律规

定域外适用研究与探索，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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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竞争，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知

识产权治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

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结合法庭试点

总结评估情况，我们建议在坚持建立国家层面知

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

革。一是完善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

制。深入总结改革成绩经验，按照 《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提出的 “实施

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工程”和 “完善上

诉审理机制”要求，切实采取措施，优化技术类

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

进一步健全专业化审判体系，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实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彰显大国地位和国际

形象。二是加强人财物等方面保障。推动尽快面

向全国集中选调专业人才，加强配套保障，确保

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稳定高效运

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 《决定》实

施情况，充分体现了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高度

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

力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能力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更加有力司法服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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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二十六号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补选王伟中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

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补选胡衡华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王伟中、胡衡华的代

表资格有效。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张延明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决

定罢免袁志敏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刘宏武、

崔瑜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陆军选举委员会决定接受缪中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

规定，张延明、袁志敏、刘宏武、崔瑜、缪中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２９５１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 表 资 格 的 报 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６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补选广东省委副书记，省人民

政府党组书记、省长，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为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１

日，重庆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补

选重庆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市长

胡衡华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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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审查，王伟中、胡衡华的代表资格有效，提请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由河南省选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省郑州市政协原主席张延明，因涉嫌职务违

法，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２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罢免其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由广东省选出的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州市工商

联主席、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敏，

因涉嫌内幕交易犯罪，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６日，广东

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罢免其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由广西

壮族自治区选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自治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原主任、党组书记刘宏武，因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定罢免其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选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

长、党委书记崔瑜，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罢免其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张延明、袁志

敏、刘宏武、崔瑜的代表资格终止。

由解放军选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人民解放军７３０７１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科原科

长缪中，因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２０日，陆军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接受其辞去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缪中的代表资格

终止。

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变动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２９５１人。

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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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命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李玉妹 （女）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二、任命李纪恒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郭雷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二、任命欧阳昌琼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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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九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

的决定：

免去李纪恒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 定 任 免 的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免去李纪恒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吴景丽 （女）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二、任命张卫兵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副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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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去牛克乾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四、免去姜永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五、免去方文军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六、免去田宏杰 （女）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七、任命陈健、郭鑫 （女）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八、免去董文濮、刘京香 （女）、牛建华、夏君丽 （女）、孟凡平、卢路生、张颖新 （女）、王涛、

肖峰、司伟、寇秉辉、季伟明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宫鸣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二、免去迪里夏提·沙依木、刘强云、刘霞 （女）、刘颖 （女）、覃剑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 准 任 免 的 名 单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批准任命查庆九为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批准免去宫鸣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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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驻外大使的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３月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

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肖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陆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金智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何儒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成竞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肖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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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 三 十 三 次 会 议 议 程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７日至２８日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７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审议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关

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草

案）》的议案

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

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

三、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 （稿）》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的

议案

六、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

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八、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

九、审议任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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