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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無小事，枝葉總關情
。對於有記者提問，在民生領

域可有哪些實在的期待時，李
克強笑言： 「你問的問題很
大，因為民生本身就是天
大的事情。」他表示，在
發展經濟的過程當中，
會抓住民生的重點、難
點問題，一件一件去做
。而 「一老一小」問題
應引起更高的重視。 「
大數據顯示， 『一老一小

』的問題，就是養老服務
、託幼服務有困難。」

李克強引述數據指，如
按60歲以上算，中國老齡人口

近2.5億人，65歲以上有1.7億人，6
歲以下兒童有上億人。然而，內地養

老機構每百人只能提供3個床位，部分大城
市甚至要在90歲後才能等到床位。他認為，解決

「一老一小」問題，單靠發展社區養老託幼服務還
遠遠不夠。他提出，下一步要創新機制，對接群眾
需求，發揮社會力量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創新機制發揮社會力量
至於如何發揮社會力量，李克強認為，可向從事

助餐助行、日間照料、康復、老年大學等的社會力量
免費提供公租房，同時減免他們的水電氣費用，及推
行減稅免稅政策。此外，社區工作人員、政府有關部
門要保障公平准入，把主要力量放在公正監管上，確
保服務安全可靠，堅決將違規服務逐出市場。

看病問題也被總理記掛着。 「大病是民生的痛
點。」李克強直言。目前，內地建立了向全民提供
基本醫療保障的制度，由政府和居民共擔，購買大
病保險，建立了大病保險的機制。此外，國家還通
過減稅等多種辦法，讓17種抗癌藥降價50%以上並納
入醫保。

提升大病保險報銷標準
李克強表示，下一步還將盡力完成兩件事。一

是把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門診用藥，納
入醫保，給予50%的報銷。他說，自己在基層調研發
現，由於慢性疾病每天都不能斷藥，導致患者負擔
很重，甚至有人把大部分養老金用來買藥。如果將
慢性病門診用藥納入醫保，將惠及4億高血壓、糖尿
病患者。

「另外，國家要降低大病保險的起付線，提升大
病保險的報銷標準。」李克強說，目前內地醫保雖然
覆蓋全民，但是水平不高。 「尤其是農民人均年收入
不到1.5萬元（人民幣），遇到大病靠自己扛是很難的
。」為此，他提出，政府和社會要共同出力，緩解看
病問題這個民生之痛。他說，因為國家大病保險是有
倍數效應，目前已有近14億人進入了大病保險。 「未
來要讓更多的人能夠直接受益。」

高血壓糖尿藥納醫保惠四億人
民生是天大事 致力解決一老一小和看病難問題

【大公報訊】記
者盧靜怡北京報道：
「時間過得很快，記

者會的時間也差不多
了，請總理再回答最後兩個問題
吧？」15日舉行的總理記者會氣
氛十分熱烈。每次提問機會到來
時，金色大廳內都有數不清的手
高高舉起。這熱情的架勢，讓大
會發言人有點 「招架不住」，忍
不住先跟記者們來了個溫柔的 「
君子約定」。在如約回答完最後
兩個問題後，李克強站起來向記
者們表示感謝，準備離席。但前
排記者們依然窮追不捨，繼續高
聲向總理拋出各種問題。

「總理，今年 『五一』還會放
小長假嗎？」在眾多向總理提問的
聲音中，一個關於民生的提問被總
理敏銳地注意到了。儘管當時李克
強已經站起來，但聽到這個問題後

，他還是停了下來，微笑地望向台
下，身體朝外盡量靠近記者席，認
真地回答道： 「我們會讓有關部門
抓緊研究，充分聽取大家的意見！
」因為當時麥克風已經關閉，總理
只能盡力用最大聲量回應提問記者
，獲回應的記者興奮得連連點頭。

大公報了解到，五一 「七天長

假」自2008年被取消後，至今已10
年。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關於如何
休假的話題頻頻上熱搜。不少代表
委員亦建議恢復五一長假。對於記
者會尾聲這個 「小插曲」，總理儘
管未能充分展開回答，但他對民生
的重視以及親民的態度，已收穫了
台下記者的好評。

五一放小長假？ 總理：聽大家意見

▲3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採訪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中外記者並答記者問 新華社

「民生本身就是天
大的事情。」 15日，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會見了中外記者並回答提問
。民生領域問題均獲得了總理詳實又不失

溫度的回答。會上透露，國家今年將更重視
解決 「一老一小」 以及 「看病難看病貴」 等問
題。李克強指出： 「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孩子們
有幸福的童年，那就有千家萬戶幸福愉悅的家庭
」 。而對於被稱為 「民生痛點」 的看病問題，
李克強也給予 「乾貨滿滿」 的回答。他指出，
今年會將慢性病門診用藥納入醫保，惠及4
億高血壓、糖尿病患者；同時降低大病

保險門檻，讓更多人直接受益。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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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全
國人大代表、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關牧
村15日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今年
全國兩會她依舊關注於民生問題，並帶來
了促進社區醫院規模化發展的建議。她直
言，健康問題直接關係老百姓的幸福，希
望有關部門能夠推動社區醫院規模化發展
，讓老百姓在家門口能解決基礎病治療。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貼近民生，部署
實實在在，令人振奮。」關牧村告訴記者
，目前，由於社區醫院缺乏規模化發展，
導致不少社區醫院存在醫生少、設備差等
問題，大家都不願意去。因此她希望能夠
進一步加大對社區醫院的扶持力度，讓老
百姓願意在家門口解決一些基礎病。

百姓可在家門口解決基礎病
關牧村透露，她曾多次走訪國內外經

營成功的社區民營醫院。她認為，當務之
急須規範社區民營醫院的立項、審批、建
設、運營、立法，使民營醫院發展有法可
依，群眾在民營醫院就醫有健全的法律保
障。

談及新時代的文藝工作，作為著名歌
唱家，關牧村認為，新時代文藝工作者應
扎根基層，不斷從群眾的豐沃土壤中汲取
養分，創作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精品。同
時，她寄語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年輕人
在藝術的道路上不能只看眼前，而應該注
重內在修養，提升藝術和品德修養，堅持
學習，不斷充實自我。

社區民營醫院
宜規模化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北
京報道：對於熱衷 「買買買」的
民眾來說，今年購物 「血拚」將
會更舒心。在記者會上，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表示，中國的消費出
現了增速放緩的趨勢。目前消費
當中還存在着不少堵點和障礙有
待解決。 「消費和民生是一個硬
幣的兩面。」李克強認為，解決
消費堵點和障礙，可以激發消費
的潛力、市場的活力、社會的創
造力。 「我們有關方面要眼中有
活，做明白人、辦貼心事。」

民眾在出行方面的路費也有
望降低。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兩
年內要基本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

費站。李克強說，了解民意後發
現大家都很贊成這條措施。 「隨
着公路運輸和公路出行不斷增加
，這樣做有利於解決擁堵問題，
也有利於相關產業發展。」他還
明確提出，這個目標要確保完成
，同時要求有關部門力爭提前實
現。

工商業電價再降一成
李克強還說，近年來正連續

推進網絡的提速降費。 「這有利
於消費者，也有利於產業的發展
。今年要在過去的基礎上再降費
20%。」他透露，根據有關方面
的測算，預計運營商要讓利1800

億（人民幣，下同）給消費者。
同時還要求運營商必須做到可以
攜號轉網。 「這樣可以倒逼清理
那些不明不白的套餐，讓我們的
企業改善服務，也促進產業本身
提質升級。」

「我們今年要再降低一般工
商業電價10%，這不僅讓工業企
業受惠，商業企業也同樣受益。
」李克強說，現在國內電商有上
千萬家，6億多消費用戶，電商
是24小時營業的，為此，這些企
業的計算機耗電費用壓力不小。
他說，降低電價就可以讓利給消
費者，也可以促進產業發展，一
舉多得。

取消高速收費站 網絡提速降費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北京
報道：在15日舉行總理記者會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記者們講述了
一個故事。 「幾年前，我到東北一
個中型城市工地上去考察，有一個
印象至今揮之不去。」李克強說，
在當時寒冷的天氣裏，不少農民工
正在施工。當中有一位農民工跟他
歲數差不多大。農民工告訴總理，
自己的希望是 「多加班，多掙錢。
」李克強好奇地問詢對方原因，農
民工稱，因孩子考上了重點大學，
為此要掙錢使孩子安心學習。 「我
從他的眼神裏面看到他對下一代、

對未來的期待。」李克強動容地表
示，農民工身後是無數家庭的希望
，要善待農民工，保障他們的應有
收入。

堅決打擊惡意欠薪
「政府工作報告主要講了保障

城鎮新增就業，這裏我想特別強調
一下農民工就業。」李克強透露一
組數據，中國現有2.8億多農民工
，每年數量都是百萬計地增長。 「
他們是許多產業行業的主力軍，農
民的收入大部分來自於打工收入。
農民工的身後可以說有無數家庭的

期待。」李克強再次重複道。
「我們要善待農民工，不僅要

給他們提供打工的機會，而且要保
障他們應有的所得。」李克強說，
現在不時發生農民工欠薪的問題，
為此要立法規，堅決打擊惡意欠薪
行為。他還透露，內地每年新增城
鎮就業勞動力1500多萬，未來幾年
不會減，而且還要給幾百萬新進城
農民工提供打工的機會。 「今年我
們確定要確保新增城鎮就業人數在
1100萬人以上，實際上我們希望能
夠實現去年的實際規模，也就是
1300萬人以上的就業。」

農民工身後是無數家庭的希望

花
絮

▲關牧村代表（右一）稱，希望推動社
區醫院規模化發展 受訪者供圖

▲在總理記者會上，記者現場採訪 中新社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記者向李克強舉手提問 中通社

總理總結民生要點
養老：
•重點發展社區的養老託幼服
務；讓從事助餐助行、日間
照料、康復、老年大學等的
社會力量免費使用公租房，
給予水電氣的費用減免，可
以減稅免稅

託幼：
•加大多功能幼兒園發展的力度
，重點發展社區的養老託幼服
務，做到就近可及、普惠公平
；讓社區工作人員、政府的有
關部門確保服務安全可靠

就醫：
•把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
門診用藥，納入醫保，給予50%
的報銷；降低大病保險的起付線，
提升大病保險的報銷標準

消費：
•兩年內要基本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
費站；網絡提速降費，費用再降
20%

農民工工資：
•要立法規，堅決打擊惡意欠薪行為

（記者盧靜怡整理）

▲在安徽省五河縣養護院，工作人員陪老人曬太陽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