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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号"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

年
+

月
*,

日选举周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

年
$

月
#%

日于北京

!第六号"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

年
+

月
*,

日选举曹建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

年
$

月
#%

日于北京

!第四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的提名" 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

年
+

月
*,

日决定#

范长龙$许其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

年
$

月
#%

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侧记

&我们将忠诚于宪法" 忠实于人民" 以民

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把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

生活的期盼作为神圣使命" 以对法律敬畏$

对人民敬重$ 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的政府"

去造福全体人民" 建设强盛国家!'

'

月
*-

日上午"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

厅! 一段简短有力的开场白" 拉开了共和国

第七任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的序幕! 一

同前来的有张高丽$ 刘延东$ 汪洋$ 马凯副

总理!

五年前" 李克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年

轻的副总理到过这里! 五年后" 刚刚当选总

理的他" 聚光灯下面对近千名记者" 要回答

中外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经济如何在转型中突围" 改革如何

在险滩中破局" 民生如何进一步改善((

面对记者提问" 李克强列出了本届政府

要解决的问题# 持续发展经济$ 不断改善民

生$ 促进社会公正!

李克强坚定地说# &实现三项任务" 还

需要有三大保障! 一是建设创新政府" 二是

建设廉洁政府" 三是建设法治政府!'

谈到为政清廉" 他的话掷地有声# &)为

官发财" 应当两道*! 既然担任了公职" 为公

众服务" 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

未来财政收入不大可能保持高速增长 "

民生支出是刚性的!

&我们约法三章" 本届政府任期内" 一是

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 二是财政

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 三是公费接待$ 公费

出国$ 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青年时代在北大法律系求学" 李克强曾

在不同场合表达对法治的尊重! 在他看来"

无论是推进改革" 还是改善民生" 都应在法

治的轨道上进行!

&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 任何人$ 办

任何事" 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 我们要用

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 现代社会$ 现代

政府!'

提问在继续" 面对一个个问题" 李克强

从容作答!

面对历史重托" 李克强有着强烈的使命

感# 现在改革的重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肩上!

李克强曾插队安徽凤阳" 那是中国农村

改革的起点! 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 也

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面对改革之难" 李克强知之甚深# &现

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面对改革重任" 李克强意志坚决# &不

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 那就把错装在政

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这是削权" 是自

我革命" 会很痛" 甚至有割腕的感觉" 但这

是发展的需要" 是人民的愿望! 我们要有壮

士断腕的决心" 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决不

明放暗不放 $ 避重就轻 " 更不能搞变相游

戏!'

&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 因为别无选择'!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

李克强有深厚的民生情怀! 从中国农村

劳动$ 成长起来的他把民生疾苦记挂心间!

&我在农村调研的时候" 经常和农民们聊

天" 他们在谈到对未来生活的愿望时" 不少

人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 说是 )希望过上

和城里人一样好的日子* (( '

,,,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

的安全网! 努力逐步把短板补上! 还要坚守

网底不破!

,,,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 只

要通过自身的努力" 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

,,,下决心要再改造
*)))

万户以上各类

棚户区!

((

郑重的宣示" 表达了以民为本$ 勇于担

当的施政理念!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 从读书$ 做事$ 文

化熏陶当中" 悟出一个道理" 就是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李克强袒露心迹# &这九

个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话" 是我的心得! 我

坚信做人要正$ 办事要公" 才能利国利民!'

.#1

分钟里
..

名记者提问" 从施政思路

到改革走向" 从推进城镇化到反腐败" 从港

澳台发展到大国关系((李克强一一回应"

坦言相对!

俄新社记者叶菲莫夫在会后说 " 这位

新任总理回答问题很直接 ! 很显然 " 他对

今后要做什么心中有数 " 中国的未来值得

期待!

!

新华社记者 赵承 张旭东 雷敏 何雨欣

李克强总理等会见
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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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傅莹 # 时间关系 " 是不是再提一个问

题+

李克强# 尊重主持人" 也是尊重女性 "

尊重记者!

俄新社记者# 您刚才谈到中美关系问题!

我不能不问一个关于中俄关系的问题" 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 作为新一

届总理! 您怎么评价中俄关系# 将在哪些方

面推动中俄合作#

李克强#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问俄罗斯 "

这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两国

互为最大的邻国! 我还记得去年访问俄罗斯"

俄罗斯领导人同我会面的时候" 直截了当地

说" 我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很好了" 没有什么

谈不拢的" 大家是不是多用点精力谈谈务实

合作的事! 我在同俄罗斯地方$ 民间人士接

触过程当中" 也深感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提升

中俄务实合作的水平" 发挥中俄经贸互补的

优势! 我还记得出席一个经贸方面的论坛"

当时中俄双边贸易额是
%##

亿美元" 我就憧

憬" 通过共同努力" 再翻几番没有问题" 而

且可以实现共赢!

中俄推动务实合作"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加强沟通协调" 不仅有利于巩固双边关系"

而且有利于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 事

实上" 中国同周边国家一直在推动互利合作$

互利共赢" 发挥相互优势" 使双方关系迈上

新的台阶" 使亚太地区和平$ 发展与合作成

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刚才主持人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今

天在场的有很多来自国外的记者朋友没有机

会一一提问" 我想再讲几句!

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看有关中国问题

的报道" 当然主要是国际舆论所关注的一些

问题" 大概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担心中国

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 还有一个是担心中

国发展起来会不会恃强称霸!

这两种疑问我认为都可以打消! 中国有

条件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不断推进社会

进步! 中国有
.'

亿多人口" 实现现代化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

即使中国发展强大起来" 我们也不会称霸"

因为中国在近现代历史的惨痛遭遇中有深刻

感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是中国人

的信条!

这里我想强调 "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

国坚定不移的决心 "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中国不可动摇的意志 ! 这两条原则

并行不悖 " 符合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秩序的原则 !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 愿

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 同世界各国一道"

携手努力 " 守护
!.

世纪的全球和平与繁

荣! 谢谢各位!

刚才主持人又向我 &示表' 了" 时间到

了! 我知道许多人可能很早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没有新闻记者"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新闻

了! 你们很辛苦" 也请保重" 我们还有机会

再见! 再次谢谢各位" 再见!

这次会见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

行" 历时
*

小时
.-

分! 参加采访的中外记者

约
/))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