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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水漫灌但放水養魚穩住基本盤貢獻世界發展

實現六保全年經濟實現正增長

▲5月28日的總理記者會上，記者在梅地亞中心多
功能廳舉手提問
新華社
5月2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中新社

▲

總理講話

「如果統算一下，實現
了 『六保』 的任務，特別是
前 『三保』 ，我們就會實現
今年中國經濟正增長，而且
要力爭有一定的幅度，推動
中國經濟穩定前行。」 國務
院 總 理 李 克 強 28 日 在 總 理 記
者會上表示，今年中國推出
的 「規模性政策」 舉措是有
力度的。中國不搞 「大水漫
灌」 ，但特殊時期要有特殊
政策，即 「放水養魚」 。他
指出，中國經濟保持穩定、
穩住基本盤，本身就是對世
界的貢獻，而且會為世界經
濟恢復增長、實現發展作出
積 極貢 獻。

「我們一定要穩住當前的經濟
，穩定前行，但也要避免起重腳，揚
起塵土迷了後人的路。」 李克強指出
，錢可以生錢，用之於民的錢可以創
造新的財富，涵養稅源，使財政可持
續。但應對經濟方面或其他方面再出
現大的變化，中國還留有政策空間，
不管是財政、金融、社保，都有政策
儲備，可以及時出台新的政策，而且
不會猶豫，保持中國經濟穩定運行至
關重要。
李克強表示，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經過
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會戰勝當
前的困難，實現全年目標任務，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中國經濟保持穩定、
穩住基本盤，本身就是對世界的貢獻
，而且會為世界經濟恢復增長、實現
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日舉行閉
幕會。這是全國人大代表走向會場
新華社

財富用之於民 涵養稅源

怎麼用好

▲

•一部分是共2萬億元人民幣
新增赤字和發行抗疫特別國
債；另一部分是減免社保費
、動用失業保險結存等，以
降低企業經營成本，這部分
規模約為另一部分的兩倍
•根據前期經驗和當前形勢，
這一政策 「應該是有力度的
」 。如果經濟方面或其他方
面再出現大的變化， 「我們
還留有政策空間」
•不同於以往靠基建投資拉動
經濟增長傳統思路，此次政
策 「組合拳」 旨在以穩就業
、保民生為抓手，達到紓困
企業和激發市場活力的目的
•資金要全部直達基層。 「我
們會瞪大眼睛查，也歡迎社
會監督。」 擴大有效投資重
點是 「兩新一重」 ，要用改
革辦法，用這些資金撬動社
會資金投入
資料來源：中新社

總理談經濟發展
我們一定要穩住當前的經濟
，穩定前行，但也要避免起重腳
，揚起塵土迷了後人的路。
錢是可以生錢的，用之於民
的錢可以創造新的財富，涵養稅
源，使財政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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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名支付機制 資金直達基層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
道：政府如何保證資金落到實處而
不 「空轉」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8
日在記者會上回應道，中央政府這
次是帶頭過緊日子，把中央部門的
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縮一半以上，
調出資金用於基層企業和民生。各
級政府都要過緊日子，決不允許搞
形式主義幹大手大腳花錢的事。
李克強表示，新增赤字和抗疫
國債資金全部轉給地方，各省層面
也就是 「過路財神」 ，政策資金要
直達地方、直達基層、直達民生。
「可能有人會問，那基層就能
把這筆錢用好嗎？我們現在要採取
一個特殊的轉移支付機制，這些錢
要全部落到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落到社保、低保、失業、養老和
特困人員身上，要建立實名制，這
些都是有帳可查的，決不允許做假

記者張帥整理

﹁

﹂

有就業就是9億雙創造財富的手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8日在北京表示，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 「中國有9億勞動
力，沒有就業那就只是9億張吃飯的口
，有了就業就是9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
富的手」 。
李克強指出，今年內地確定城鎮新
增就業900萬人以上，的確比去年低，
實現這個目標要有一定的經濟增長作支
撐。而把城鎮調查失業率定為6%左右
，今年4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已經是
6%，這樣做也是實事求是。 「這幾天
我看中國政府網上的留言，大概三分之
一都是談就業的。其中有一位農民工說
他50多歲了，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
如此，但今年還沒有找到工作，全家都
陷入困境。還有一些個體工商戶，已經
歇業幾個月了。一些外貿企業現在沒有

訂單，影響員工就業。對他們的困難，
我們要給予救助，但是從根本上說，還
是要幫助他們就業。」
李克強表示，內地為了穩住現有就
業崗位可以說政策是 「能用盡用」 ，投
入的錢是最多的。規模性政策資金允許
基層用於減稅降費，而且允許用於為企

▲安徽合肥3月28日舉行2020年春季首
場線下招聘會，圖為求職者向招聘單位
諮詢
新華社

業減房租、貼利息，採取的措施就是要
把企業穩下來，崗位保得住，還要採取
資助企業以訓穩崗的政策，今明兩年將
有3500萬人次通過失業保險結存進行
崗位培訓，給他們緩衝的機會。即便失
業了，也要短時期內有再就業的機會。

打破不合理條框增就業
李克強還指，要創造更多新的就業
崗位。現在新業態蓬勃發展，不僅要採
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採取措施打破
不合理的條條框框，讓更多新就業崗位
成長起來。
李克強提到，對重點人群就業我們
有重點扶持的政策，像今年大學畢業生
創新高達到874萬人，要讓他們成為 「
不斷線的風箏」 ，今明兩年都要持續提
供就業服務。

「兩新一重」重點投資
李克強稱，擴大消費並不是說
不要投資，內地還要擴大有效投資
，今次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16000億，再加上一些國債，有2萬
億元的規模，這在規模性政策當中
佔到百分之二三十。
李克強指出，內地投資的重點
是 「兩新一重」 ，即新型基礎設施
、新型城鎮化和涉及國計民生的重
大項目，而且要用改革的辦法，用
這些資金來撬動社會資金的投入。
他強調： 「項目要有效益、有回報
，要經過科學論證，按規律辦事，
不留後遺症。」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日
舉行閉幕會。會後，代表在人民
大會堂外合影留念
新華社

中國有9億勞動力，沒有就
業那就只是9億張吃飯的口，有
了就業就是9億雙可以創造巨大
財富的手。

帳，也決不允許偷樑換柱。」 李克
強表示，中央會 「瞪大眼睛查」 ，
也歡迎社會監督，最終效果要讓市
場主體和人民群眾來認可。

▲

李克強表示，應對疫情衝擊，
既要把握力度，還要把握時機。正是
根據前期經驗，也是判斷當前形勢，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推出有力度的規
模性政策舉措。 「過去我們說過，不
搞大水漫灌，現在還是這樣，但是特
殊時期要有特殊的政策，我們叫作放
水養魚。」
李克強表示，現在消費在經濟
增長中起主要拉動作用，且中小微企

總理詳解規模性政策

有何新意

促進消費帶動市場

業在吸納就業中佔90%以上。規模
性政策中70%左右資金用於直接支
撐居民收入，促進消費，帶動市場。
李克強具體介紹，規模性政策籌措的
資金分兩大塊，一塊是新增赤字和發
行抗疫特別國債共2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還有另外更大的一塊是減
免社保費，動用失業保險結存，推動
國有商業銀行讓利，自然壟斷性企業
降價，以降低企業經營成本。第二塊
資金規模約是第一塊的兩倍。

夠不夠用

李克強表示，今次新冠肺炎疫
情給世界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可以說
是史上罕見。不少主要國際組織最近
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是-3%甚
至更多。中國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經
濟，不可能置身之外。今年中國沒有
確定GDP增長的量化指標，這也是
實事求是的。
李克強說，我們確定了保居民
就業、基本民生、市場主體等 「六保
」 的目標任務，這和GDP經濟增長
有直接關係。經濟增長不是不重要，
我們這樣做實際上也是讓人民群眾對
經濟增長有更直接的感受，使經濟增
長有更高的質量，發展還是解決中國
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基礎。如果統算一
下，實現了 「六保」 的任務，特別是
前 「三保」 ，我們就會實現今年中國
經濟正增長，而且要力爭有一定的幅
度，推動中國經濟穩定前行。

規模多大

﹂

張帥北京報道

北
▲京市一處戶外電子顯示屏上
滾動播放今年全國兩會相關信息
中新社

過去我們說過，不搞 大水漫灌 ，現在還是這樣，但是特殊時期要有特殊的政策，我們叫做 放水養魚 。

﹁

大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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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銀紓困 激發市場活力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
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8日在記者
會上表示，政策的真金白銀主要是
為市場主體紓困，要用 「放管服」
激發市場活力。中國改革開放40年
的經驗表明，越是困難越要堅持改
革，內地宏觀政策提出的 「穩」 和
「保」 是通過市場主體去支撐的，
而且圍繞着市場主體的困難和關切
去做。
李克強表示，真金白銀要確保
落到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身上。今年
政府工作報告稱要 「留得青山，贏
得未來」 ，中國現在有一億兩千萬

市場主體，他們就是青山，留住他
們，就會贏得未來。
「不僅要讓市場主體活下去，
更重要是通過 『放管服』 改革把他
們激活起來。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
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打掉那些不合
理的條條框框，使它們公平競爭。
這種措施看似無形，但能創造出有
形的財富，幹好了，不亞於真金白
銀的投入。」 李克強稱，要促使新
動能、新的市場主體更多地成長，
今年還要努力做到平均每日新註冊
企業2萬戶左右，而這是觀察中國經
濟活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