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武汉经济运行
“开门红”
前两个月大部分经济指标同比增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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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隽玮 通讯员蒋于）长江日报记者昨日从
市统计局获悉，今年前两个月我市大部分经济指标延续去年
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态势，同比增幅扩大。
在工业生产、投资方面，前两个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5.4%，增速同比提高 8.1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则提高了 7.7个百分点。去年降幅较
大的日用、轻工、食品烟草行业，今年 1月至 2月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21%、18.3%和 12.6%。受到多方关注的工业投资，
今年前两个月总额为 121.94亿元。
我市排在前 15名的工业大企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7.4%，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2个百分点。东

风本田、上汽通用（武汉）、湖北中烟增幅均在 20%以上。
今年 1月至 2月，我市投资增速迅速提高，不包含农户
的固定资产投资为 528.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4%。从行
业分析来看，能源及环保、纺织服装、信息技术制造业投资增
幅靠前，分别达到 120.2%、88.2%、70.8%。
1月至 2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236.61万平方米，比
去年同期增长 13.8%。商品房待售面积 382.29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 3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9.5%，
增速同比提高 0.5个百分点。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仍要扩大工业项目储
备、狠抓实体经济，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 张德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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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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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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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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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和作出的决定决议，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
办法。根据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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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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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
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 报告。

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

房屋产权 70年后续期没有前置条件
【经济增速】 6.5%这个速度不低了，主要是块头大了

【双

创】 要创造环境，让创业创新的热情持久不衰

【治理雾霾】 蓝天在未来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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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警备区党委六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 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郑 汝 可）昨日，武汉警备区党委
六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军
委扩大会，中部战区、军委国防动员部和省军区党
委全会，以及军委、国防动员部、省军区纪委会议
精神，总结 2016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
2017年任务。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武汉警备区
党委第一书记陈一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一新肯定去年来警备区广大官兵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弘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全力
支持和服务地方建设，为助推武汉改革发展稳定
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军
事机关务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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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精神，把使命牢记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不
断强化“四个意识”，进一步推进警备区部队和国
防后备力量建设创新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彰显新作为、作出新贡献，为党旗增辉，为军旗添
彩。
陈一新提出“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
军”三点要求。他强调，要抓住政治建军这一根本
要求，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用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统一思想和行动，严格落实党管
武装根本原则和制度，始终保持人民子弟兵本色，
为推动武汉赶超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抓住
改革强军这一鲜明主题，加快推进国防动员和后
备力量建设，加强军事斗争动员准备，抓紧应急应

主动作为坚定不移
走创新发展之路
本报讯 （记者 蒋 太 旭 通讯员 胡 桂
） 昨日，省政协主席张昌尔到
武汉开发区调研民营企业发展情况，听
取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意见和建议，要
求政协委员和各级政协组织率先学习宣
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希望企业家委员
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委员积极利用好履职
平台，带头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带头转
型升级，带头创新发展，在发展中展现
社会责任和委员担当。
张昌尔一行考察了猫人工业园，详
细了解企业原材料供应、生产经营及开
展技术创新、电子商务等情况；召开座
谈会，听取猫人国际 （香港）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游林、湖北凯安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耿汉平、武汉多米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傅博、湖北顺泰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董事长尹向阳 4位有省、市政协委
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关于企业一
季度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企业发展面临
主要问题及相关意见和建议。
阮鹏

战能力训练，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地协作，
密切配合，筹办好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要抓住
依法治军这一铁律铁规，依法纠风肃纪、正规秩
序、拥军优属，不断深化军事法治体系建设。
陈一新表示，自己将当好警备区思想政治建
设的指导员、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保障员、巩固发
展军政军民鱼水情的协调员、帮助解决警备区各
种实际困难的服务员，切实解决广大官兵的后顾
之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良好局面。
会上表彰了武汉警备区 2016年度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
市领导陈瑞峰、胡亚波、龙良文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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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尔赴武汉开发区调研民营企业提出
林

【减税降费】 就是要用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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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审议批准了政府、人大等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
代表选举等法律文件，明确了 2017年工作目标任务、部署
安排。会议期间，代表们肩负人民的重托，代表人民的意志，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同心协力，认真审议。会议达到
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力量、砥砺前行的目的，会议成
果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充分反映了全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张德江强调，2017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们要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促
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张德江指出，编纂民法典是党中央确定的重要立法任
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民法总则是编纂民法典的
开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统领性作用。民法总则贯彻全面依
法治国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
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
结继承我国民事法治经验，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面系统地
确定了我国民事活动的基本规定和一般性规则，为编纂民
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要不辱使命，再接再厉，加快推
进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确保到 2020年形成一部具有
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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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武汉开发区正积极搭建 7个
专门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平台，这些平台
包括互助贷款、人才用工、金融等平
台，及用于支持科技创新、互联网 +等
方面的专项资金支持平台，并准备成立
总规模达 3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
张昌尔说，民营经济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民营企业
要坚定不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主动
作为，充分用好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参
加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加快产业和产
品结构调整，在新一轮发展中变得更优
更强；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之路，瞄准
智能化、高端化，以更大力度、更高水
平开展技术改造，努力实现技术设备
新、业态模式新、发展动力新，通过创
新把企业推向新台阶。
市政协主席胡曙光，省政协秘书长
翟天山，市委常委、武汉开发区工委书
记胡亚波，武汉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彭浩
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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