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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小知识及 2022 年会议议程

一、两会小知识

1.“两会”是哪两会？

“两会”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届”和“次”

人大是——“×届全国人大×次会议”

政协是——“全国政协×届×次会议”

今年召开的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月 5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3月 4日召开）

3.为什么全国两会多在 3 月召开？

（1）全国两会在 3 月召开的惯例，始于 1985 年。

（2）财政年度以自然年度计算，3 月举行，可以给统计和总结留出时间

（3）农历春节一般会在 1 月到 2 月，选在 3 月可以避免与春节重叠

例外：新冠肺炎疫情下，为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2020 年全国

两会推迟至 5 月召开。

4.政协为何比人大早开？

（1）便于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参加对政府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等全国人大

会议文件的讨论

（2）按照惯例，全国政协会议的议程是：在开幕会上，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和一年来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

（3）全国政协委员分界别分组审议这两个报告之后，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会议的开幕会，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5.“代表”和“委员”有什么区别？

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是“代表”即人大代表，选举产生

委员——出席政协会议的是“委员”，即政协委员，协商推荐产生

6.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党政干部吗？

（1）全国人大代表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来自各条战线，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具有广泛的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2

代表性

（2）这些代表中，既有工人，也有农民；既有干部，也有知识分子；既有中共党员，也有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等

7.“议案”和“提案”是一回事吗？

“议案”——是人大的专门术语，是指由法定机关和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或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并要求人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的议事原案

“提案”——是人民政协的专用术语，是指参加政协的单位或者委员个人向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

提出的，经提案委员会审查立案，交付有关单位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

8.“质询”和“询问”一样吗？

质询和询问都是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重要方式

“质询”——必须以质询案的形式提出，属于议案的一种，一般是针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

工作中比较重大的问题并要求作出答复，带有批评性和强制性

“询问”——只具有介绍、说明的性质，帮助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了解有关报告或议案的情

况，以便于审议和表决，不具有议案的性质

9.“界别”和“届别”如何区分？

在同一届次会议上政协委员的“界别”不要写为“届别”

“届”——从时间上说的，指的是上一届、本届等

“界”——针对委员的工作领域分类而言，如“经济界委员”等

10.哪些重大事项需由全国人大决定

（1）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2）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3）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

（4）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5）决定战争和和平作出各种授权决定等

（以上内容整理自：人民日报公众号）

11.其他：“十几大”和“十几届几中全会”

“十几大”——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几”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就是第“十

几”届中央委员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举行几次就称为几大。如二十大就是第二十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

表大会。

“十几届几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十几大”）选举出来的党的新的中央委员

会不定期举行的全体会议，称为十几届几中会议，如十九届六中全会就是第十九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

举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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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两会会议议程及人大决议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2022 年 3 月 4 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听取和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列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

四、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五、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六、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的决议

七、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

（2022 年 3 月 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三、审查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2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

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六、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九、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十、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三）会议决议

2022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92 处修改）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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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

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批准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的决议 批准 2022 年中央预算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时政小练习

测一测：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数字，你知道吗？

1.（单选）2022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2 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加大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 ）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高到 100%。

A.科技型中小企业 B.科技型大中企业 C.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 D.科技密集型大企业

2.（单选）2022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2 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完善

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 ）岁以下婴幼儿（ ）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渠道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A.3 养育费用 B.3 奶粉费用 C.3 照护费用 D.3 托育费用

3.（单选）2022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2 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面对新的下行压力，要把（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A.保民生 B.稳就业 C.防风险 D.稳增长

4.（单选）2022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1 年工作回顾时指出，2021 年中

国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 ）。

A.80% B.85% C.90% D.100%

5.（单选）2022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2 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 ）左右。

A.5.5% B.5.8% C.8.1% D.6.8%

6.（单选）2022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2 年政府工作时指出，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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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利用力度，启动第（ ）次全国土壤普查。

A.二 B.三 C.四 D.五

7.（单选）2022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1 年工作回顾时指出，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发电机规模突破（ ）亿千瓦。

A.10 B.12 C.8 D.6

8.（判断）202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4 万亿元，其中包括财政全国财政收入 20 多万亿元。

【参考答案及解析】

1.【答案】A。解析：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从 75%

提高到 100%，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完善设备器具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

政策，这相当于国家对企业创新给予大规模资金支持。故本题选 A。

2.【答案】C。解析：2022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2 年政府工作任务

时指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渠

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故本题选 C。

【答案】D。解析：2022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2 年工作要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面对新的下行压力，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故本题选 D。

4.【答案】B。解析：2022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1 年工作回顾时指

出，2021 年中国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 85%。故本题选 B。

5.【答案】2022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2 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 5.5%左右。故本题选 A。

6.【答案】B。解析：2022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2 年政府工作时指

出，加大黑土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利用力度，启动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故本题选 B。

7.【答案】A。解析：2022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1 年工作回顾时指

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发电机规模突破 10 亿千瓦。故本题选 A。

8.【答案】×。解析：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

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财政收入是指政府收入，一般体现在税收、国有资产、国债收入和收费等收入。二

者不是包含关系。故本题说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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