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级政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上以万家疾苦为重
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实干为要，行胜于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实现了“六保”，特别是前“三保”，就会实现今年中国经济正增长

路透社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

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少国家的政

府出台了数万亿美元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来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的冲击。今年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设定 GDP 增速。

根据路透社的测算，政府工作报告中出台的

财政措施约占中国 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4%，这个规模比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要低，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首次出现了几十年以

来的收缩。 未来几个月，中方是否会出台更

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从更长远看，中方是否

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全球疫情持续蔓

延和不断紧张的中美关系？

李克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

造成了严重冲击，可以说是史上罕见。 最近

不少主要国际组织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

长是负 3%，甚至更多。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

入世界经济，不可能置身事外。 所以今年我

们没有确定 GDP 增长的量化指标， 这也是

实事求是的。 但是我们确定了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等“六保”的目标任

务，这和经济增长有直接关系。 经济增长不

是不重要，我们这样做实际上也是让人民群

众对经济增长有更直接的感受，使经济增长

有更高的质量。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

关键和基础。如果统算一下，实现了“六保”，

特别是前“三保”，我们就会实现今年中国经

济正增长，而且要力争有一定的幅度，推动

中国经济稳定前行。

你刚才说到有反映我们出台的政策规

模低于预期， 但是我也听到很多方面反映，

认为我们出台的规模性政策还是有力度的。

应对这场冲击，我们既要把握力度，还要把

握时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时候，我们

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当时复工复产还在

推进中，复业复市受阻，一些政策不可能完

全落地，很多人都待在家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积累了经验。正是根据前期的经验和

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举措， 应该说是有力度

的。

过去我们说不搞“大水漫灌”，现在还是

这样，但是特殊时期要有特殊政策，我们叫

作“放水养鱼”。 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

的。但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沫，就会有

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有人浑水摸

鱼。 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要有针对性，也就

是说要摸准脉、下准药。钱从哪里来、用到哪

里去，都要走新路。

这次规模性政策筹措的资金分两大块：

一块是新增财政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共两万亿元。 还有另外更大的一块，就是减

免社保费，有的国家叫工薪税，并动用失业

保险结存，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让利、自然垄

断性企业降价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这一

块加起来大概是前一块的两倍。我们是要将

这些资金用于保就业、 保民生和保市场主

体，支撑居民的收入。 这些资金和我们现在

全部居民收入 40 多万亿元的总盘子相比，

比例达两位数。

更重要的是钱往哪里去？我们这次为企

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规模性政策，主要

是用来稳就业、保民生，使居民有消费能力，

这有利于促消费、拉动市场，可以说是一条

市场化改革的路子。

钱是可以生钱的，用之于民的钱可以创

造新的财富，涵养税源 ，使财政可持续 。 我

们一定要稳住当前的经济，稳定前行，但也

要避免起重脚，扬起尘土迷了后人的路。如

果经济方面或其他方面再出现大的变化 ，

我们还留有政策空间，不管是财政、金融、社

保都有政策储备， 可以及时出台新的政策，

而且不会犹豫。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至关

重要。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

力，一定会战胜当前的困难，实现全年目标

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经济保持稳

定 、稳住基本盘 ，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

会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 实现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把账算细把钱用到刀刃上切实保障民生
多策并举，兜住脱贫底线，有把握完成今年决胜脱贫攻坚任务

人民日报社记者：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

决胜之年， 但是受疫情影响很多家庭收入

都有所下降 ， 甚至一些人还面临着返贫 。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脱贫攻坚任务还能顺利

完成吗？ 政府将如何保障基本的民生？

李克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

中国家， 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 3 万元

人民币， 但是有 6 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

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左右，

1000 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

现在又碰到疫情 。 疫情过后 ， 民生为要 。

怎么样保障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的新的

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 我们应该把这项工

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我们采取的纾困

政策， 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于保障基本民

生的。

今年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社会作

出的庄严承诺。 按原本的账还有 500 多万

贫困人口， 受这次疫情冲击， 可能会有一

些人返贫， 脱贫的任务更重了。 我们会多

策并举， 特别是要采取措施把脱贫的底线

兜住， 我们有把握完成今年决胜脱贫攻坚

的任务。

各级政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上， 以万

家疾苦为重。 每出一策， 都要考虑是否有

利于千家万户、 有利于民生。 今年我们在

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 要特别认真细致地

考虑把各方面困难人群保障起来， 扩大低

保和失业保障的范围。 现在低保、 失业保

障、 特困救助等人员大概一年 6000 万人左

右， 我们预计今年人数会增加较多。 保障

和救助资金是足够的， 把他们保障住是有

能力的。 我们要求一定要把账算细， 把钱

用到刀刃上， 使民生得到切实保障。 全国

还有近 3 亿领养老金的人员， 今年我们提

高了养老金的标准， 说到就要做到。

实干为要， 行胜于言。 我们现在的社

保基金结存和储备足以保证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 但工作不能出任何纰漏。 在这个

事上出纰漏， 就会让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

中华民族有尊老传统， 我们要让社会各方

面都感到希望。 要统筹把各项保障落实到

位， 这也会有力支撑民心安定，推动经济发

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方面的工作不是

一件事，而是多件事，我们都要做好、 做到

位。 相信中国人民的生活会更好。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

凤凰卫视记者：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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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就此制定专门的法律。 这是否表明中央调整

了对香港的政策 ， 是否放弃了 “一国两制 ”？

对于当下各方的反应您如何看待？

李克强：“一国两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中

央政府始终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 严格按照宪法和

基本法办事， 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

政， 这是一贯的。 你提到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

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 是为了确保 “一国两

制” 行稳致远，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5 月 28 日下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的邀请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您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阐述了今年中国经济政策。 政府会采

取哪些措施保证这些资金真正地惠及企业、 避

免空转， 能让普通老百姓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李克强：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 我们

不可能轻车走熟路， 只能是大车行难路。 所以

我们在政策上要注重创新。 我刚才讲了， 我们

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作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

注重的是稳就业、 保民生， 主要不是依赖上基

建项目 。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

化， 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 而且

中小微企业在吸纳就业中占 90%以上 。 我们

这次所采取的规模性政策 ， 用了 70%左右的

资金直接或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 这样

做可以促进消费、 带动市场。 而且因为疫情，

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疫情防控措施

会抑制消费 。 我们按这样的方向推动政策实

施， 也是市场化的改革。

其次， 我们强调政策资金要直达基层、 直

达企业、 直达民生。 新增的赤字和抗疫特别国

债资金全部转给地方 ， 省里也只是 “过路财

神”， 要直达基层。 可能有人会问， 那基层就

能把这笔钱用好吗？ 我们要采取一个特殊的转

移支付机制， 这些钱要全部落到企业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 落到社保、 低保、 失业、 养老和特

困人员身上。 要建立实名制， 这些都是有账可

查的 ， 决不允许做假账 ， 也决不允许偷梁换

柱。 我们会瞪大眼睛盯着， 也欢迎社会监督。

我们采取措施的最终效果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

群众认可。 中央政府这次带头过紧日子， 我们

把中央部门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缩了一半以

上， 调出资金用于基层、 企业和民生。 各级政

府都要过紧日子， 决不允许搞形式主义， 干那

些大手大脚花钱的事。

刚才我比较多地讲了扩大消费， 但并不是

说不要投资， 我们还要扩大有效投资。 这次新

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6 万亿元， 再加上一些

国债， 有 2 万亿元的规模， 这在规模性政策当

中占到百分之二三十。 我们投资的重点是 “两

新一重”， 就是新型基础设施、 新型城镇化和

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 而且要用改革的办

法， 用这些资金来撬动社会资金的投入。 项目

要有效益、 有回报， 要经过科学论证、 按规律

办事、 不留后遗症。

中国时报记者： 今年两会因为疫情延到 5

月举行 ， 这个时间点刚好跟 “5·20” 非常接

近。 在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情况下， 未来大陆对

台政策的总体考量是什么？ 未来将如何继续推

进两岸关系发展？

李克强：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说了，

我们对台的大政方针是一贯的， 也是世人共知

的。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 “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 “台独”。 在这个政治基础上， 我们

愿同台湾各党派 、 团体和人士就两岸关系和

民族未来对话协商 ，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 我

们愿以最大诚意 ， 尽最大努力促进祖国和平

统一 。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 我们从来都

反对外来干涉。 中华民族有智慧、 有能力解决

好自己的事。

我们视台湾同胞为手足， 血浓于水， 始终

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福祉。 就像这次疫情发生

后， 大家共同努力， 没有台湾同胞在大陆因感

染新冠肺炎失去生命。 面对疫情， 我们祈福两

岸同胞都平安健康。

规模性政策
政策资金要直达基层
省里只是“过路财神”

两岸关系
我们视台湾同胞为手足
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

稳就业
创造更多新就业岗位
对重点人群重点扶持

中国日报记者： 今年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调低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 调高了城镇调查失

业率。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政府将如何遏制

失业潮？ 如何帮助大学生和农民工找到工作？

李克强： 今年我们确定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 的确比去年低， 实现这个目标要有

一定的经济增长作支撑。 我们把城镇调查失业

率定为 6%左右， 今年 4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

已经是 6%了， 我们这样做也是实事求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

天大的事情 。 这几天我看中国政府网上的留

言， 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谈就业的。 其中有一位

农民工说他 50 多岁了， 在外打工 30 多年， 每

年如此， 但今年还没有找到工作， 全家都陷入

困境。 还有一些个体工商户， 已经歇业几个月

了。 一些外贸企业现在没有订单， 影响员工就

业 。 对他们的困难 ， 我们要给予救助 ， 但是

从根本上说， 还是要帮助他们就业。 中国有 9

亿劳动力 ， 没有就业 ， 就只是 9 亿张吃饭的

口； 有了就业， 就是 9 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

的手。

为了稳住现有就业岗位， 可以说政策是能

用尽用， 投入的钱也是最多的。 我们规模性政

策的资金， 允许基层用于减税降费， 而且允许

用于为企业减房租、 贴利息。 采取这样的措施

就是要把企业稳下来， 岗位保得住， 而且要公

平合理。 我们还要采取资助企业以训稳岗的政

策， 今明两年将有 3500 万人次通过失业保险

结存资金来进行岗位培训 ， 给他们缓冲的机

会。 即便失业了， 也要努力让他们短时期内有

再就业的机会。

同时还要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现在新

业态蓬勃发展， 大概有 1 亿人就业。 我们的零

工经济也有 2 亿人就业。 不仅要采取更多扶持

政策， 而且要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 让

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去年我们平均每天

净增企业超过 1 万户， 今年也要按这个目标去

努力。

人民群众有无穷创造力。 回想改革开放之

初， 大批知青返城， 就一个 “大碗茶” 解决了

多少人的就业！两周前，我看到报道，西部有个

城市 ，按照当地的规范 ，设置了 3.6 万个流动

商贩的摊位 ， 结果一夜之间有 10 万人就业 。

中国人民是勤劳的 ， 中国的市场也在不断开

拓和升级 。 当然 ，对重点人群就业 ，我们有重

点扶持政策 。 今年大学毕业生创新高 ， 达到

874 万人 ，要让他们成为 “不断线的风筝 ”，今

明两年都要持续提供就业服务。 对农民工，不

论是在常住地还是返乡 ， 都要给他们提供就

业服务平台。 对退役军人，要切实把安置政策

落实好。

对港政策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为了稳住现有就业岗位， 可以

说政策是能用尽用， 投入的钱也是

最多的 。 我们规模性政策的资金 ，

允许基层用于减税降费， 而且允许

用于为企业减房租、 贴利息。 采取

这样的措施就是要把企业稳下来 ，

岗位保得住， 而且要公平合理

不仅要采取更多扶持政策， 而

且要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 ，

让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今年大学毕业生创新高， 达到

874 万人， 要让他们成为 “不断线

的风筝 ”， 今明两年都要持续提供

就业服务

新增的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资

金全部转给地方，省里也只是“过路

财神 ”， 要直达基层 。 可能有人会

问，那基层就能把这笔钱用好吗？我

们要采取一个特殊的转移支付机

制， 这些钱要全部落到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 ， 落到社保 、 低保 、失

业、 养老和特困人员身上。 要建立

实名制， 这些都是有账可查的， 决

不允许做假账， 也决不允许偷梁换

柱。 我们会瞪大眼睛盯着， 也欢迎

社会监督。 我们采取措施的最终效

果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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