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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院根据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12月14日裁定受理珠海市斗门区龙基发展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月19日指定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珠海市斗门区龙基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
5月 8日前，向珠海市斗门区龙基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九洲大道中 2005 号联通大厦七
楼 ；邮 政 编 码 ：519015；联 系 人 ：彭 伟 律 师 ；联 系 电 话 ：
15692033393，0756-389537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珠海市斗
门区龙基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珠海市
斗门区龙基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7年5月23日上午9时在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
庭（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桥北二路 108号）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于 2016年 9月 12日裁定受理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2月5日指定贵州天生律师事务
所为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贵州省安龙华
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4月28日前，向贵州
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申报、通讯地址：贵州省
兴义市瑞金路金城大厦 14楼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562400；联系传真电话：0859-3244148，白律师：18985090654，邮
箱：744895871@qq.com）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贵州省安龙华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5月11日上午8时30分在安龙县法
院五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自然
人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贵州]安龙县人民法院

2016年 2月 15日，本院根据华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申请，
裁定受理无锡锦明房地产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锦明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经审计，截止至 2016年 2月 15日，锦明公司资产
总额 212558297.52元，负债总额 720974157.11元，所有者权益-
508415859.59元。其资产经评估总值为32464196.63元，锦明公司
确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院认为：锦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8
日裁定宣告锦明公司破产。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12月 27日以（2016）苏 0582破第 12-2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将张家港市华利精密制管有限公司、苏州德士泰
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东方管业有限公司纳入张家港市
亚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上述三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江苏国
之泰律师事务所，地址：张家港市人民路国泰时代广场 B 座 9
楼；邮编：215600;电话：0512-58796568、13801567838 张吉祥），
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不申报的
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对该部分企业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依法中
止执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年 3月 2日 9时 30分在本
院三楼科技大法庭召开，请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润泰玻璃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宣告江苏润
泰玻璃有限公司破产。经破产清算依法裁定通过了江苏润泰玻
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现江苏润泰玻璃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规定，本院于 2016年 12月 30日裁定终结江苏润泰玻璃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明彬、张源的申请于 2017 年 1 月 4 日裁定受理

无锡佳泓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无锡市金顺经
济咨询有限公司为无锡佳泓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无锡佳泓
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
人无锡市金顺经济咨询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
新吴区长江路 12-6-2502；邮政编码：214000；联系人：陈亚
君、顾卫元；联系电话：17768508005/17306124005)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 (或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 (或你单位)承担。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关于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请准
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
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如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则改为“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
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2013年3月22日，本院根据杨锦海的申请裁定受理国宝空
调（中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查明：国宝空调（中国）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立都在境外，该公司办公楼和厂区均无
人办公或生产，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缺乏清偿能力。本院
于 2017年 2月 27日依法裁定宣告国宝空调（中国）有限公司破
产。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 4月 29日,本院根据蔡广玉的申请，裁定受理宿迁
泰昌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裁定受理后，依
法指定江苏正四方律师事务所为宿迁泰昌包装有限公司管理
人，在法定期限内书面通知了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债权申
报期限届满后，本院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召集召开了宿迁泰昌
包装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过宿迁泰昌包装有限公
司管理人审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以及法院确认程序，本
院最终确认对宿迁泰昌包装有限公司享有的无争议债权金额
为 16192863.43 元，现有资产为银行存款 3600000 元。本院认
为，宿迁泰昌包装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现有资产明显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丧失重整或和解的可能，符合宣告破
产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裁定宣告宿迁
泰昌包装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年 5 月 6 日,本院根据泗洪县沃尔德工贸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泗洪县沃尔德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本案裁定受理后，依法指定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为泗洪县
沃尔德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法定期限内书面通知了已知
债权人并予以公告。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本院于 2016 年 10
月 31日召集召开了泗洪县沃尔德工贸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经过泗洪县沃尔德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查、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核查以及法院确认程序，本院最终确认对泗洪县沃
尔德工贸有限公司享有的无争议债权金额为 52101817.72 元
人民币、537116 美元，现有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8683527
元。本院认为，泗洪县沃尔德工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现有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丧失重整或和解的
可能，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年 2月 6
日裁定宣告泗洪县沃尔德工贸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口新康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本院于2014年11月27日受理
的申请人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租赁控股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湖口
新康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7年3月9日作出
（2014）湖民破字第 01-03号民事裁定书，宣告被申请人湖口新康
达化工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海城市银峰铁塔有限公司企业破产申请于2016年5月10日被
海城市人民法院受理。兹定于 2017年 3月 16日 9时在海城市人民
法院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主要内容为资产处置方案等事项。特
以公告通知请各债权人参加会议。逾期不参加者，后果自负。

海城市银峰铁塔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
2017年2月27日

海城银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破产申请于2016年5月10日
被海城市人民法院受理。兹定于 2017年 3月 16日 9时在海城市人
民法院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主要内容为资产处置方案等事项。
特以公告通知请各债权人参加会议。逾期不参加者，后果自负。

海城市银峰铁塔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
2017年2月27日

2015年9月1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湖市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邦和贸易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浙江邦和贸易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4 月 28 日注册成
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经管理人清查，该公司可查实的
银行账户存款为 1677.93 元，拍卖不动产并优先偿还抵押债权后
余额为 4550821.24元，已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77629666.70元，该公
司已停产停业，严重资不抵债。本院认为，浙江邦和贸易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其又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应当进行债务
清理，且被申请人及其出资人均未提出重整申请，也未提出和解
申请，被申请人现已符合宣告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3 月 4 日裁定
宣告浙江邦和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5)深中法破字第 121号之一 本院根据深圳市毅盛电子

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零五条之规定，以(2015)深中法破字第121号之三号民事裁定认可
深圳市毅盛电子发展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并终结本案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2月17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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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15 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傅莹的邀
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李克强说，刚才
我听主持人说，由于来的人多，很多
记者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到这里了，大
家很辛苦，也充分表现了你们的职业
精神，我对中外记者对中国两会报道
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感谢。时间有限，
我们单刀直入，我愿意回答记者朋友
们提出的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们注
意到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持
续放缓，今年又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
标下调到 6.5%左右，这是否会对世
界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另外有人认
为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风险，特别是在
金融方面的风险，中国是否能够在世
界经济疲软这个大背景下继续扮演世
界经济推动者的角色？

李克强：我们把今年经济增速定
在 6.5%左右，我看到有外媒报道说
中国是温和下调了增速。其实，增长
6.5%这个速度不低了，也很不容易。
我曾经在中国少林寺陪同外宾看过武
僧表演，几岁的小武僧一口气翻十几
个跟头不费劲，而练过十几年武功的
青年武僧翻三五个跟头就了不得了，
主要是块头大了。如果今年中国实现
经济增长目标，增量比去年还要大，
因为这是在我们经济总量已经超过
7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1万亿美
元基础上的增长，而且可以带动
1100 万人以上的就业。我们这样做
符合经济规律，也可以使注意力更多
地放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低。中国仍然
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推动全球
增长的重要力量。

至于说到风险，今年世界经济政
治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这是很大的外
部风险。对中国来讲，不发展是最大
的风险。我们保持中高速的稳定增
长，本身就是在为世界稳定做贡献。
当然，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
风险，像你刚刚提到的金融领域。对
于这些风险点，我们是高度关注
的，发现了会及时处置，“靶向治
疗”，不会让它蔓延。当然，我还必
须强调，中国金融体系总体是安全
的，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因为我
们有很多应对工具，储备政策许多
还没有用。我们的财政赤字率没超
过 3% ， 商 业 银 行 资 本 充 足 率 在
13%，拨备覆盖率 176%，这些都超
过许多国家，特别是国际上所确定的
相关标准。所以我们是有能力防范风
险的。当然，我们在中高速行进当中
也会系紧“安全带”，不会让风险

“急性发作”，更不会发生区域性或者
系统性的风险。

《人民日报》记者：我们注意到
这四年来您一直都抓住简政放权这件
事情不放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显
示，您所要求的本届政府要精简三分
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任务已经提前完
成了，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呢？这项
工作要不要继续往下推进，如果要继
续的话您准备怎么推进？

李克强：简政放权核心是要转变
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们的确
已经完成了本届政府成立之初确定的
任务，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这里
面的名堂多了，不仅是审批权，还有

名目繁多的行政许可、资格认证、各
种奇葩证明，让企业不堪重负的收费
等等，这些都属于简政放权要继续推
进的内容。我们就是要在推进过程
中，让政府职能得到转变，把更多的
精力放到该管的事情上来。政府确实
管了一些不该管、也不应属于自己管
的事情，它束缚了市场主体的手脚，
降低了行政效率，甚至影响了政府的
公信力。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自我革
命，刀刃向内，我一直说要用壮士断
腕的精神坚韧不拔地推进这项改革，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有多大
阻力，要相信我们有足够的韧性。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政府要把更多
的精力放到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对人
民群众的服务上，把市场的准入放宽
了，那就要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营造
环境。对那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侵犯知识产权以及涉及食品、药品、
环保等群众密切关注的违法违规问题
要坚决查处。我们要通过“互联网+
政务服务”，让群众少跑腿、少烦
心、多顺心。要把更多的力量用于扶
贫攻坚、棚户区改造、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等诸多民生关注的方面。

简言之，就是要向依法依规的市
场主体发出“前行、前行、再前行”
的信号；向依靠劳动创业创新者亮起

“可以、可以、再可以”的绿灯；对
那些违法违规不良行为，就要及时亮
出黄牌，甚至出红牌罚他下场。

中央电视台记者：您常说就业是
民生之本。有报道说，您每个月在看
经济指标的时候，非常关注就业的变
化。我们看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您
特别提到今年我国的就业压力加大。
请问总理，今年会不会出现群体性的
失业问题？

李克强：可能稍加注意你们就会
发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主要
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当中，有一项是抬
高的，那就是今年我们要新增城镇就
业 1100 万人以上，比去年的目标增
加100万人。我们之所以要有6.5%左

右的经济增速，稳增长主要还是要保就
业。因为就业对我们这样一个 13 亿多
人口的大国来说是最大的民生。就业是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财富增长的来源，
也是居民收入的主渠道。我们这几年一
直在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已经连续4
年实现新增城镇就业 1300 万人以上，
今年更是强调就业优先，就是要保证能
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把失业率控制
在较低的水平。

这几年我们一直处在新成长劳动力
的高峰，今年的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
光高校毕业生就达 795 万，创历史新
高，还有500万左右的中职毕业生，加
上去过剩产能需要安置几十万转岗职工
等等。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创业就业的环
境，不是靠政府去提供“铁饭碗”，而
是让人民群众用劳动和智慧去创造或者
说打造“金饭碗”。这几年我们就是通
过创造岗位，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
这里，我想请外国记者朋友能够多报道
中国的就业岗位是靠自己创出来的。

我们完全有能力扩大就业，不会也
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群体性失业，对于一
时不能就业、生计没有着落的群众，政
府会负起责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凤凰卫视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您首次提到了“港独”问题，指出

“港独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否意味着政
策上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在落实“一国
两制”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否会更加强调

“一国”而弱化“两制”？或者以后中央
对香港的支持会减少？

李克强：对“一国两制”的方针要
全面理解和执行，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已经说了，“一国两制”的实践要不动
摇、不走样、不变形。

至于说支持香港发展，中央政府会
不断地加大力度，继续出台许多有利于
香港发展、有利于内地和香港合作的举
措。比如说去年我们出台了“深港
通”。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开放债券市
场，这是国家的需要，香港也有平台。
我们准备今年在香港和内地试行“债券
通”，也就是说允许境外资金在境外购
买内地的债券，这是第一次。香港是近

水楼台先得月，这有利于维护香港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利于香港居民有更
多的投资渠道从而受惠，有利于香港的
长期繁荣稳定。

财新杂志记者：现在人民币汇率有
一定的下跌压力，但是要稳住汇率，要
么就是消耗外汇储备，要么就要加强外
汇管制。您如何看待汇率下跌、外储下
降或者外汇管制的代价？这几害相权您
会作何选择？

李克强：首先关于汇率。去年因为
国际货币市场动荡，特别是美元走高，
许多货币尤其是主要国际货币对美元的
汇率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汇率贬值幅
度是比较小的。我们不希望通过贬值来
增加出口，这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我
们也不希望打贸易战，这不利于国际贸
易和货币体系的稳定。我们坚持推进人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行以市场
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可以说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的情况
下，我们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当然，这也得益于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人民币汇率的基
本稳定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贡
献。

至于说到外汇储备，中国是世界上
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合理的外汇储备
规模到底需要多少，这有一个实践探索
的过程。总之，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充裕
的，是足以支付进口和满足短期偿债需
要的，远远高于国际标准。

说到我们对于用汇进行真实性、
合规性审查，实际上这是法律法规早
就规定的。我在这里明确，企业正常
的用汇、居民到国外求学旅游等的合
理用汇是有保证的。人民币在国际货
币体系中是有分量的，汇率会保持基
本稳定。

澎湃新闻记者：今年两会前夕，中
国政府网联合 27 家网络媒体共同发起

“我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澎
湃新闻和今日头条就其中与民生密切相
关问题进行了网上投票。到目前，已经
有2131万网友投给了“房屋产权70年
到期后怎么办”，排第一位。请问总

理，国家准备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李克强：中国有句古话：有恒产者

有恒心。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群众，对
70 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问题普
遍关心是可以理解的。国务院已经要求
有关部门作了回应，就是可以续期，不
需申请，没有前置条件，也不影响交
易。当然，也可能有人说，你们只是
说，有法律保障吗？我在这里强调，国
务院已经责成相关部门就不动产保护相
关法律抓紧研究提出议案。

新华社记者：我们在调研采访中了
解到，现在一些企业抱怨税费负担过
重，辛苦半天也挣不了多少钱。也有消
费者抱怨，很多高品质的产品在国内生
产不了。请问总理，您对此怎么看？有
什么进一步改进的政策措施？

李克强：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
很多篇幅提出了许多措施来强调，今年
要推进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特别是那
些名目繁多、企业不堪重负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这些收费本来是有用途的，有
的是用来“养人”的，减少收费，那政
府就要过紧日子。我明确提出，中央政
府要带头，一般性支出一律减少5%以
上。我在参加代表团讨论时，许多地方
政府也都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是要用
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让企
业轻装上阵，提高竞争力。我们还要通
过像降网费、电费、物流成本等措施，
力争今年减税降费能够达到万亿元人民
币。当然，根本上还要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

至于消费者抱怨中国的一些产品质
量不优，这说明我们的企业需要让产品
进入质量时代，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内容。我们实施 《中国制造
2025》，就是要提升企业产品和装备的
质量。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说是不是中
国会减少进口，开放有所收缩，这是误
解。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促进产业迈
向中高端，必然要更大地打开开放的大
门，更多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
当然我们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让中外
企业双赢。对于普通消费者所需要的一
些优质产品一时供给不上，我们还可能

考虑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总之，要让
消费者有更多选择，从中受惠。更重要
的是让我们的企业下决心，通过发扬工
匠精神，使自己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
赖。

台湾《联合报》记者：去年以来两
岸关系越来越复杂严峻，前景令人担
忧。面对这样的形势，大陆如何维护两
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两岸同胞的福
祉？

李克强：两岸是骨肉同胞，血浓于
水。不管岛内形势如何变化，都割断不
了两岸的亲情，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也改变不了我们维
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诚意。

我们对台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
就是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
共识”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
维护台海和平，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

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给两岸同胞带
来了很多新的机遇。据不完全统计，每
年大概有500万台湾同胞往返于大陆和
岛内。我们会出台更多政策让台湾同胞
在大陆就业、创业、工作、生活，享受
一家人一样的便利条件。对台商来大陆
投资，我们是欢迎的。我记得去年在记
者会上曾经有人提出，希望继续保持对
台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我重申：我们会
继续提供优惠，让台商、台湾同胞和大
陆一起共享发展的机遇。终归我们是一
家人。

《新京报》记者：这几年雾霾成了
百姓心中的一个痛点，严重地影响了大
家的生活，但是每当重大活动来的时候
蓝天也就回来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拍
照、刷朋友圈。请问总理，怎么样才能
让持续的蓝天不再是奢侈品呢？

李克强：雾霾问题的确是百姓的痛
点。蓝天和空气一样，对每个人都是平
等的，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希望看到更多
的蓝天，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
了环保特别是雾霾问题的挑战。我在政
府工作报告当中讲了五条措施，会坚定
地向前推进，真正打一场“蓝天保卫
战”。但是也坦率地告诉各位，这需要
有一个过程。

我们治理雾霾目前重点对着燃煤、
尾气排放、扬尘等，但今年我参加两会
讨论的时候，有科学家说，除此之外还
有其他很重要的因素，雾霾的形成机理
我们还没完全搞透。他说中国北方冬季
的雾霾成因在全世界都是特殊的，当
然，这个因素我不便在这儿讲，科学家
还要做充分的论证。但是，我想明确，
国家为此将设立专项基金，不惜重金组
织最优秀的相关科学家攻关，抓紧把雾
霾形成的未知因素找出来，使治理雾霾
更加有效。

大自然的阴晴风雨不是人类能支配
的，但是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行为，可
以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我和大家的心
情一样，雾霾要治理，蓝天在未来不会
也不应该成为奢侈品。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今天是
“3·15”，请总理给消费者说几句话。

李克强：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消费
者，都需要权益保护，用网络语言说：
我们要给优质产品“点赞”，把不良奸
商“拉黑”。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的
优质产品一天一天多起来，让我们的生
活一年比一年好。

记者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
举行，历时约2小时20分。参加采访的
中外记者近1200名。

(据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

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3 月 15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
会。大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傅莹的
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王 俏 摄

不负人民重托“撸起袖子干”⇨⇨上接第一版
随着各项议程的结束，雄壮的国

歌响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
式闭幕。意气风发走出人民大会堂，
面对记者，代表们纷纷感言、展望，
梦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民法总则草案的通过，可以说是
众望所归，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史上的里
程碑。”来自广西的李欣蓉代表说，代

表们多次审议民法总则草案，提出了很
多意见，其中一些意见被采纳到了草案
中，“这也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呼声被采
纳了，我们感觉到了人民代表神圣的权
利。”

张维国代表非常关注绿色发展，
他认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是相辅相成的，要找到经济发
展的新路径，就必须转变发展方

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生态崛起、
绿色发展，“让绿色成为发展的主色
调”。

作为一名职业教育工作者，李光惠
代表今年带到全国两会的建议是希望国

家继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
教育一样可以让学生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才”。

今年已经是周洪宇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的第 15 个年头了，他高度关注科

技创新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正
处于“换挡”关键期，保持中高速增
长，出路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
新驱动。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一届比一届好，我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

“回去以后要好好宣传贯彻落实两会
精神，首先带领身边人进行学习，把北
京的声音带到基层去。”来自云南的胡阿

罗代表最后郑重地表示：“要撸起袖子
干。”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带着人
民的重托，代表们来到北京参政议政共
商国是，承载着人民的期望，他们又将
回到各自岗位，奔赴美好的明天。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春
天里，中国这艘巨轮正乘风破浪，驶向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