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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周国芳
廖雯颖 3月4日发自北京

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新闻发布会。70分钟的发
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回
应了15个热点问题，涵盖民
法总则、治霾、军费开支、房
地产税、中美关系等。其中，
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立法问
题也得到正面回应：今年没
有提请常委会审议的安排，
这意味着房地产税法不会在
本届人大任期内出台。

“世界上那么多战争
哪个是中国造成的”

“我今年第五次做新闻
发布会了，如果是外媒问，第
一个估计就是问军费，我们
中国境内媒体现在就是问环
保。”对中外记者先后发问，
傅莹把军费和环保归纳成她
的“发布必答题”。

对于外媒记者提出的
“对中国军力怀有戒心”，傅
莹连用几句反问回答。

她说，对中国的戒心，我
想很多人肯定是很不理解
的。看看过去这十多年，世界
上发生了那么多的冲突，甚
至是战争，造成了严重的大
量的人员伤亡、财产的损失，
那么多难民流离失所，哪个
是中国造成的？国际大保险
公司都没有增长商船保费，
南海航行安全的担心从何而
来？美国要增加军费，是不是
也问问到底有什么考量？

2020年完成民法典
编纂工作

按照大会议程，今年将
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大会审
议。对于民法总则草案的具
体细节，傅莹也作了解释。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社会老
龄化的趋势，在民法总则里
对监护制度作了进一步完
善，也扩大了监护范围，尤其
是注意到对失能老人的保护
问题。再比如，社会实践中法
人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所以进行了新的科学分类，
增加了法人的类别。比如农
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
居委会，都赋予了特殊法人
的资格。”

傅莹透露，按照现在的
计划，应该在2020年完成民
法典编纂工作。

证券法修订草案
有望4月提请审议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企
业减税降费的力度很大，但
有些企业感受并不强，总“喊
疼”。对于这种落差和矛盾，
傅莹坦言，企业“喊疼”到底
是税的问题还是费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还是费的问题多
一些。

傅莹说，“最近在修订中
小企业促进法，也着眼于减
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另外，今
年人大常委会将围绕规范非
税收入开展专题调研，推动
企业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
化、法制化，加强对政府全口
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傅莹介绍，证券法修订
草案已重新做了修改，有望
于今年4月提请人大常委会
继续审议。

二孩时代女性权益
保护“现实很骨感”

二孩时代，青年妈妈的
就业歧视和产假职位等矛盾
开始显现。有记者替青年妈
妈代言，提问发言人如何看
待包括二孩妈妈在内的女性
权益保护的问题。

“道理可以讲得很丰满，
但现实可能就会很骨感。”傅
莹举例说，有一位男士说，他
刚刚搞完招聘工作，拒绝了
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女孩子。
他说他们单位人少，如果来
一个育龄女职员，回头连着
生两个孩子，这个单位的工
作效益肯定就受到影响了。
但是他也承认，如果他的妻
子或者女儿遇到就业的这种
歧视，也会很郁闷、很不爽。

身为女性和母亲的角
色，傅莹对女性权益保护感
同身受。她说，在全面推进二
孩政策实施中，相关的配套
政策和服务要跟上。所以，无
论从公共资源的角度还是从
社会资源的角度，这方面的
配置都应该尽快调整，跟上
需要。

国防费今年增长7％左右

不不存存在在所所谓谓的的
““隐隐性性军军费费””

只增7%左右
彰显中国的淡定

从去年到今年，全球政治
氛围发生剧烈变化，战略不确
定性增多。傅莹在回答外媒记
者提问时表示，每年中国政府
是根据国防建设的需求和国民
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定国防费
的规模，2017年中国国防费增
长的幅度是7%左右。这些年一
直处于这个水平。

有媒体分析，目前，北约在
强调要把每个成员国防费占的
比重都提高到2%，美国新政府
表示将大幅增加军费，分析界
对其增幅的预期高达10%左
右，如果今年中国国防预算增
幅重回两位数，那么中外舆论
大概都不会惊讶。

如果今年国防费增幅低于
7 . 5%，那么它将是新世纪以来
中国最低的年度国防费增幅。
做出这样的国防预算安排，对
外传递的最大信号是中国政府
面对复杂国际形势的淡定。国
际上发生战略胁迫的风险在增
加，军事力量在国际竞争中扮
演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然而
中国政府对控制所有这些风险
颇具自信，对国家军力按照现
有节奏发展可以应对各种挑战
充满信心。

国防费增幅放缓再次表
明，中国无意与其他大国开展
军备竞赛，也不想让不断扩大
的军备成为中国对外博弈的突
出工具。让军力增长与国家综
合力量增长相协调，是中国国
防策略的基础性考量之一。

去年国防费约为
美国的四分之一

“强军才能卫国，强国必须
强军。”陈舟表示，我国国防费
自1999年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以 来 ，到 2 0 1 6 年 上 升 到
9543 . 54亿元，今年突破10000
亿，这是历史的必然，有充足的
现实依据。

“合理适度体现在国防投

入既能满足国防建设的基本需
求，同时也与国家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全国政协委员、海
军少将尹卓说，２０１６年，中国经
济增长６．７％，经济发展稳中有
进。国防费投入保持了７％左右
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基本同步。

即使国防费有了一定程度
的增长，但与世界一些主要大
国相比，中国的国防费仍然处
于较低水平。

“无论是国防费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还是军人人均
数额，中国的国防投入都低于
世界主要国家。”尹卓说，近１０
年来，中国国防费占ＧＤＰ的比
重平均为１．３２％。这一比例不
仅远低于美国、俄罗斯等世界
大国４％的比例水平，也大大低
于２．４％的世界平均水平。

据测算，２０１６年，中国年度
国防费相当于美国的２４．６％，
军 人 人 均 数 额 是 美 国 的
１３．５８％、日本的３４．４％、英国
的２２．９８％。近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表示，将在新财年预算中，
增加国防预算５４０亿美元。据估
算，美军军费相当于第二到第
十名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中国国防费
是客观的透明的

虽然中国国防费不高且用
途公开透明，但总有一些别有
用心的人，常借此炒作“中国军
事威胁”。

对于一些人猜测中国存在
所谓的“隐性军费”，陈舟则予
以否定。

“中国国防费是客观的、透
明的。”他说。1978年以来，中国
政府每年对外公布国防费预算
总额。后来，开始公布相关数
据。自1998年始，每两年发表一
次国防白皮书，介绍国防费保
障范围、增加费用用途、预算审
计制度等情况。自2007年起，又
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
事开支数据。

“一些人有疑虑是正常
的。”陈舟说，通过摆事实、讲道

理，是可以增信释疑的。但一些
人戴着“有色眼镜”，别有用心
地刻意曲解我国国防费，甚至
拿其诋毁我国和平发展，这样
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

重点是优化
武器装备规模结构

根据2010年我国政府发布
的国防白皮书，我国国防费主
要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
和装备费三部分组成。“十三
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基
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任务，
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
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
代军事力量体。

“这意味着，我国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国防费投向投量的
重点是优化武器装备规模结构，
发展新型武器装备。”陈舟说，其
实，很多国家这些年在武器装备
方面花费不少财力。比如印度，
从2008年装备采购连续5年超
100亿美元，2012年装备采购预
算达153亿美元，约占国防费的
42 . 1%，并计划在2013年至2018
年至少投入800亿美元。

“我国国防费投入投量不
断优化，新装备研发和建设发
展上取得显著成绩。”陈舟介
绍，尤其这几年新型武器装备
密集亮相，大型武器装备研发
特别是动力技术、材料技术、飞
控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陈舟坦言，我军现行国防
费配置存在预算与规划衔接不
够紧密、配置方法不够先进、使
用管理效益不高等问题。

“科学管理与使用既是兴
国之道，也是兴军之道。”他表
示，必须适应军队职能任务需
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深化
军费预算管理和审计制度改
革，把国防费投向投量搞得更
加科学。

“花钱必问效、低效必问
责。”陈舟表示，对于国防费的
使用与管理还要强化责任、加
强问责，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到
战斗力的刀刃上。

据新华社、解放军报等

傅莹回应15个热点问题

房房地地产产税税法法不不会会在在
本本届届人人大大任任期期内内出出台台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傅莹４日表示，２０１７年中国国防费增长的幅度是７％左
右，国防费占ＧＤＰ的比重是１．３％左右。

这是自２０１６年以来，中国国防费连续第二年以个位数增长。“国防费的增长充分考虑了维护
国家安全的‘刚性需求’。”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少将说，国家安全需要有多大，
国防投入就该有多大，这是国防投入必须遵循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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