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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小雨；东北到东风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新华社北京 3月 15日电 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15 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
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等；通过民法总则，国家主席习近
平签署第 66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表决通过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文
件。

大会应出席代表 2924 人，出
席 2838 人，缺席 86 人，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执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张德江主持。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
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和大会主席
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李建国、王胜俊、陈昌智、严隽
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
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在主席
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上午 9时，张德江宣布大会开
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
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7 年工作总体
部署、目标任务、重点工作和政策
措施，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6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6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7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了
关于 201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
决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6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7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7年中央预算。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民法总
则。民法总则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
定，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根据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于 2018 年 1 月选
出。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
出，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过去一年的工作和作出的决定决
议，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
要任务和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
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
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全
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徐显明辞去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的决定。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张德江
发表讲话。他说，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发扬“民
主、团结、求实、奋进”的精神，
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
成了各项预定任务。会议高度评价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
的新进展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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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民法总则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表决通过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张昊） 最近，海
曙 HS2017 次 首 班 “ 文 明 礼 仪 专
列”开进了镇明中心小学实验校
区。文明校园我创建、文明漫画拼
拼乐、文明大厦拔地起……乘上

“文明列车”，丰富多彩的游戏将文
明的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心里。学
校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活
动，让文明礼仪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在校园生根发芽，让学生争做
文明少年，共创文明校园。

3月上旬，当代雷锋孙茂芳“五
小精神”进校园巡讲活动，为象山汉
章学校、墙头学校、亭溪学校等校的
200 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道
德教育课；市职教中心将文明班级
的目标融入特色班级创建中，一场
别开生面的汇报会吸引了全校师生
的眼球，“‘冷气来袭’志愿活动”“让
关爱的阳关照亮每个残障人士的心
灵”“感受节日底蕴”等活动充分展
示了各个班级的文明风采……

这是形式多样的文明校园创建
活动在我市蓬勃开展的几个侧影。
让文明走进校园，融入学校教育，
正成为宁波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去年，中央作出工作部署，在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普遍深入开展文
明校园创建活动。近来，我市多策
并举，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
动，充分发挥文明校园在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校园

文明创建初见成效，呈现出基础扎
实、发展均衡、特色鲜明的新面
貌，成为宁波精神文明建设的品
牌。目前，我市已建成示范性文明
学校 243所，获评全国、省、市级
文明单位 （学校） 共计100余所。

在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中，
我市夯实制度保障，日前出台了

《宁波市文明校园创建管理办法
（试行）》以及相关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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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心里

我市文明校园创建活动蓬勃开展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记者
站张绘薇 杨磊） 昨天上午，在鄞
州工业园区，奥克斯智能空调、市
民服务中心等 18 个重大项目举行
了集中开工仪式，鄞州“项目建设
攻坚年”活动发令枪打响。今年鄞
州共安排重大项目 246个，计划总
投资 575亿元，为早日跻身全国一
流强区最前列提供强劲动能。

今年是行政区划调整后鄞州区
继往开来之年。该区紧抓重大项目
建设“牛鼻子”，聚焦基础设施、
民生工程、工业项目、地块开发四

大领域，以“破卡点”和“拔钉
子”为突破口，开展征迁拆违、治
污治水等“六大专项行动”，强力
助推重大项目攻坚，撬动“都市核
心区、品质新鄞州”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今年鄞州
区共安排道路交通、“五水共治”
及市政工程等重大项目 54 个，通
过开工建设鄞横线提升、福明路延
伸段等 15 个道路工程，加快建设
鄞城大道 （洞桥－云龙段） 等 22
个道路工程，开工九曲河整治工程
等 8 个治水项目，促进道路更通

畅、河水更清澈。
民生工程方面，鄞州将开建首

南三小、蓝青小学、潘火实验中学
等 9所学校，加快堇山小学二期和
效实中学东部校区等 4 所学校建
设，建成孙马学校、华师大艺术实
验学校等项目，同时基本建成 7个
安置房项目，快速推进 17 个续建
项目，提升百姓“获得感”。

重点产业项目上，鄞州新开工建
设年产 700万台智能空调的奥克斯
智能空调、年产200万套家居电子仪
表的爱尔妮等一批优势项目。重点区

域开发中，统筹推进东部新城、南部
新城、两江沿岸、下应智慧城建设，开
工建设城市之光、宁波新世界广场等
24个项目，加快建设77个续建项目。

安排房屋征迁项目 172个，改
造城中村 80 万平方米，拆除违法
建筑150万平方米以上，10月底前
全面消除劣V类水……据悉，在即
日启动的“六大专项行动”中，鄞
州将围绕246个项目制定涵盖46个
责任单位的立体对表考核体系，强
化攻坚克难和要素保障，确保重大
项目高效推进。

鄞州“六大行动”助推重大项目攻坚
今年安排重大项目246个，总投资575亿元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昨日下
午，市政协召开委员月谈会，围绕

“城市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建设与
管理”主题进行协商交流。市政协
主席杨戌标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
席陈炳水、范谊、崔秀玲、郁伟
年、陈安平、陈为能和秘书长黄士
力出席会议。

会上，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
住建委、市规划局通报了我市相关
情况。房江华、张建国、江海亮、
陈锡波、屠秋月、黄鹤楼、虞利
华、沙力、赵建平、袁敏华、毛燕
萍等市政协委员作了发言，从不同
角度、不同侧面，提出规划设计应
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因地制宜选择
绿化植物、减少建设和养护成本，
强化资金投入、保障绿化养护可持
续等建议。

杨戌标指出，城市公园绿地及
街景小品，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市建设

“名城名都”，打造一流的城市品
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有关
部门要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市的部
署要求，顺应人民群众对于改善人

居环境的美好期待，努力推动工作
取得新成绩。要综合考虑宁波城市
功能定位、文化特色、建设管理等
因素，加快城市风貌整体性与文脉
传承性的整合提升，做到数量和质
量并举、人文和景观兼顾、单一和
复合功能融合，控制好规划“绿
线”，在城市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
建设中突出城市形象塑造、文化
传 承 等 重 要 功 能 。 要 牢 固 树 立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理念，
坚持精细化管理、常态化管理和
社会化管理，充分展现城市公园
绿地及街景小品的生态价值、景
观价值和人文价值。要强化协调配
合，强化公共投入，强化宣传引
导，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形成齐心合力、共同推进的良
好氛围。

杨戌标强调，加强城市公园绿
地及街景小品建设与管理，是一项
长期的系统工程。市政协将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这项工作，多建睿智
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尽助推之
力，共同为建设“名城名都”贡献
智慧力量。

市政协召开委员月谈会

围绕城市公园绿地
及街景小品建设与管理献策
杨戌标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陈飞） 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昨日上午在京闭
幕。下午，我市出席会议的全国人
大代表宋伟、柴利能、李令红、杨
晓霞、郑坚江、马荣荣返回宁波。
代表们表示，要把会议精神带回
来，传达好、学习好、贯彻好。

会议期间，我市的全国人大代
表积极行权履职，围绕大会各项工
作报告认真审议、踊跃发言，并向
大会提交了 2 件议案和 29 件建议，
就关系国计民生和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事项向大会踊跃建言献
策。代表们今年审议发言重点聚焦
国家级梅山新区规划建设和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同时也希望国家支持
宁波“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

城市、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浙东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沪嘉
甬铁路等建设。会议期间，这些话
题引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浙江日报等中央、省、市众
多媒体的关注。

代表们表示，要认真学习、传
达和贯彻好全国两会精神，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国两会精
神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
上来。要结合宁波的发展实际和
要求，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
作 为 ， 为 宁 波 建 设 国 际 港 口 名
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跻身全
国大城市第一方队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我市全国人大代表返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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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中美 中俄 中国经济

简政放权 就业 香港 台湾
70年产权 雾霾 “3·15”……

3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