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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儿童，拿着父母手机偷偷充
值数万元网络游戏币，父母发现后可
以要求游戏平台返还吗？民事行为能
力年龄界限会不会进行调整？……5
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进入半程，伴随着代表团小组会议审
议民法典（草案）的进程，会内会外
对民法典（草案）的关注快速升温。

正在接受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简称“民法典 （草
案）”），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
名的法律。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
的百科全书”，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
和保障书。

“从摇篮到坟墓”，民法典与每个
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关乎亿万家庭
幸福安宁的未成年人，又因其身份的
特殊性，对其相关权益的体现和保护
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
分。不久的将来，民法典将给未成年
人的生活和成长带来哪些影响？

一张未成年人的“法律
身份证”

最近一段时间，未成年人参与网
络付费游戏、高额打赏网络主播，父
母却无法追回款项的案例，成为社会
热议的话题。该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的
打赏行为？

“如果未成年人未满8周岁，属
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网络打赏
行为是无效的，监护人可以要求返
还；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
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打赏行
为需要根据心智成熟状况来区别对
待。”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
导小组成员、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院长王轶作出了解释。

民法典 （草案） 总则编第十九
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在民法典中，这是前提性和基
础性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
权益的保护。”王轶表示，一方面，
对于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说，相
关事务由其监护人决定，监护人具有
相应的年龄、智力优势，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可以避免未成年人权
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年龄由过去的10周岁降到8周岁，其实赋
予了8周岁到10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更多的民事权利，给予了他们
一些自由决定的空间，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
仪看来，这条规定相当于赋予了未成年人一张“法律身份证”，对未
成年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行为能力范围给予了更清晰的界定。

从10周岁到6周岁再到8周岁，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门槛经历了
一次次前后位移。王轶回忆，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定为10周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未成年人的生活条件、心智成熟度有了很大提高，下降年龄成为法律
界共识。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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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25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等出席会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栗战书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他指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
大常委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迅速行动、依法履职，作
出关于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
交易和食用的决定，部署启动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
立法修法工作，主动宣传解读
疫情防控法律，为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栗战书在报告中总结了一
年多来常委会工作情况：审议
法律草案、决定草案48件，
通过34件；听取审议39个报
告，检查6部法律实施情况，
开展3次专题询问、7项专题
调研，作出1项决议；决定批
准5个双边条约；依法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282人次，各
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一是确保宪法在治国理政各个
方面得到全面实施。作出关于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的决定、关于对部分服刑罪犯
予以特赦的决定，研究拟定并
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草案）》。二是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配合和促进全面深化
改革，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

据；以高质量立法推动高质量发
展；加快民生领域立法；加强监
察、司法、社会治理、国家安全
等领域立法。三是依照法定职责
围绕重大改革发展任务推进监督
工作。聚焦行政权、监察权、审
判权、检察权的依法正确行使，
关注老百姓牵肠挂肚的急事难
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更好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四是全
面加强支持和服务代表依法履职
的工作制度机制建设。制定了关
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
的35条具体措施，认真办理代
表议案和建议，发挥代表在立法
工作中的作用，加强常委会同代
表的联系，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
的联系，提高代表服务保障工作
水平。五是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外
交大局开展对外工作。进一步增
强人大对外工作的主动性、针对

性、统筹性。六是紧扣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加强自身建设。

栗战书指出，常委会工作还
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我们将虚
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
不断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

栗战书在报告中强调，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要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不断丰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把制
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通
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
中。

栗战书指出，2020年，我
们党将带领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常委会要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紧扣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扣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
扣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法履
职尽责，推动人大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绩新进展。

栗战书从六个方面对今后一
个阶段的主要任务进行了阐述：
确保宪法全面实施；加强重要领
域立法；依法做好监督工作；支
持代表依法履职；积极开展对外
交往；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下转第三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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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部门批准、国家教育部
门备案（教发厅函〔2020〕22号），淮安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正式更名为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
院。学校自2020年5月11日起正式启用新校名。

40 多年来，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坚持
“依托行业办学校、依托市场设专业、依托岗
位定方案、依托基地训技能”的办学理念，大
力实施“专业建设提升、高端人才倍增、卓越
技能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驱动发展、智慧校园
建设、国际化水平提升、幸福苏电、文化守正
创新”的发展战略，为江苏“两化融合”和制
造强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藉此良机藉此良机，，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
校建设发展的各级校建设发展的各级政府部门、各兄弟院校、社
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海内外校友致以最真挚的
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
院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继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奋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内一流、国际认可”高职名校。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2020年5月26日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两会聚焦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陕西省考察时指出，要做好
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等全面振兴，为推进乡村
振兴指明了发展方向。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和关键，教育是实现人才振
兴的根本途径和重要保障。作
为乡村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进
一步凸显。目前，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进展如何？怎样进一步
完善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
策制度？围绕这些问题，本报
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庞丽娟。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政策制度须完善

记者：目前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进展如何？还存在哪些短
板？

庞丽娟：近8年来，我和
同事深入河北、贵州、广西等
20 个省份、40 余个地市、
100余个县区调研发现，随着
国家和地方一系列政策出台，
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
村 教 师 支 持 计 划 （2015—
2020年）》以来，我国中小
学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进
展。同时，目前的成效也具有
明显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
城乡中小学特别是乡镇以下村
小、教学点的师资队伍结构与
质量差异还比较明显。由于乡

村学校地处偏远，环境艰苦，工
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特别是由于
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等历史和客观
因素，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制
度特别是工资、社会保障、编
制、职称等主要的政策制度还存
在着一些短板与不足。这是当前
阻碍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进程，也是制约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和乡村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最大瓶颈。

全面提升乡村教师综
合待遇

记者：待遇水平是教师普遍
关心的问题。对于提高乡村教师
待遇，您有何建议？

庞丽娟：全面提升乡村教师
综合待遇，才能增强乡村教师职
业吸引力。一是实施国家乡村教
师岗位特殊津贴制度。通过加大

中央财政投入，强化省级统筹，
使乡村教师的工资性收入在现有
基础上实现基本翻番，具体标准
可根据地区偏远程度和艰苦贫困
程度划分不同档次。二是加快落
实社会保险政策。地方政府依
法依规缴纳社会保险金，保障
乡村教师基本的养老、医疗等
社会保险待遇。三是加强住房
保障政策，完善城乡一体化的
教师住房公积金制度和购房补
贴制度，推进乡村教师周转房
制度建设。四是建立乡镇以下
学校教师子女可在城镇学校优
先接受基础教育制度。

创新编制资源使用制度

记者：编制短缺问题已成为
制约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一
大瓶颈，您认为应该如何完善教
师编制政策制度？

庞丽娟：根据近年来深入各
地的调研，我建议,突破路径是
在现行编制总量控制的前提下，
通过创新教师编制管理体制和人
事政策制度，盘活存量，优化结
构。（下转第六版）

打造高质量乡村教师队伍助力乡村振兴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

本报记者 焦以璇 柴葳

高端访谈

右图：全国政协委员杨扬说：“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近几年国家也一直在这方面做整体
规划和建设，其中青少年儿童的需求亟须关注。”她建议，将社区儿童青少年体育纳入全民健身、
社区发展等范畴；制定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的相关标准，指导社区体育的规划、设施的建设和使用
等工作；营造以青少年儿童体育活动为纽带的社区文化，培养儿童青少年社区体育指导员志愿者队
伍等。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左图：孩子们在北京市香炉营东巷芳庭苑小区内玩耍（3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全国政协委员杨扬：

关注“熊孩子”的
社区运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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