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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好声音

“牵住‘牛鼻子’，以重点领域改革的‘一子
落’，带动经济棋局的‘全盘活’。”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
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

“财政资金公开透明很重要，提高使用绩效
更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罗
建国。

“去产能还得多靠经济、环保、安全、技术这
样的硬杠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铁研究总院副
总工程师李卫。

“质量是对消费者的尊重，也是打造品牌的
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2万亿元的资金量不小，是老百姓的养命
钱。要把国家这部分战略基金管好、运营好，要
保值增值，发挥对国家民生底线兜底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党组书记王尔乘。

“环境治理不能只把重点放在城市，农村也
不能落下。”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
席巨晓林。

“现在老百姓不仅面临食品安全问题的困
扰，用药安全隐患也急需防范。”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

“融资贵是价值问题，融资难就是交易成本
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钱颖一。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
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
果，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一些代表委员和业
内专家表示，今年诸多
惠民政策中，养老金与

低收入群体保障两个方面，将普遍、直
接地增加百姓收入。

据悉，自2005年到2016年，我国
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已经实现“十二
连增”。去年，我国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水平提高6.5％左右。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确保按时足额发放。这意

味着退休人员养老金将实现“十三连
增”。

此外，在低收入群体保障方面，预
算报告提出：科学合理确定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政策；适时研究调整优抚对象等人
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今年以来，多地已经上调低保标

准。北京市城乡低保标准从去年的月
人均800元提高至900元；武汉市城
乡低保标准综合提高幅度不低于
10％。

全国政协委员刘昌俊今年的两会
提案建议，对低保对象科学分类，同时
结合物价波动状况完善城乡统筹兜底
保障，让困难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政府工作报告
中，除普惠性的收
入增长政策外，还
有不少针对特定群
体的收入调整政
策。其中，三类群
体的“钱袋子”将明
显受惠：

——农村贫困
群体。今年脱贫领域
财政投入将大幅增

加。在去年全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
入超过千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增长30％以上；将再减少
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
扶贫搬迁340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英山县百
丈河村党支部书记王金初说，以往全
村有 200 多户贫困户，到目前已有
100多户脱贫，还剩36户贫困户。

——博士研究生。教育仍然是投
入重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博

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记者
采访了解到，目前，财政部、教育部
2013年出台的《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
理暂行办法》明确，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2
万元，地方所属高校国家助学金标准
则由各省份确定。

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周彤说，现
在助学金资助总体标准偏低。博士生
是学校科研的重要力量，“这个政策落
实后，将能缓解日常生活和学习的困

难，帮助博士生安心学习和科研”。
——小微企业创业者。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多措并举降成本。其中，扩大
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
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
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

湖北省宜昌市国税局局长戴毅敏
表示，进一步明确科技型和小微企业
标准后，税收优惠针对性更强，扶持力
度更明显。

——医疗支
出。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将城乡居民
医保财政补助，由每
人每年 420 元提高
到450元；实现异地
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
算；全部取消药品加
成。财政预算报告中

提出，全面推行按病种
付费为主、多种付费方
式结合的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王国斌表
示，今年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将给重大疾病异地治疗患者，尤
其将给外出务工人员就医时带来诸多
便利，能减少两边跑的路费开支。

——通讯支出。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
大步伐，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
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
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

电话费。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

大运营商6日在相关发布会上表示，
拟定今年10月1日起全面取消手机
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全国人大代表卢
凌表示，应在降低长途费和漫游费等
资费的同时，把大家普遍关注的流量
费偏高等情况也考虑进去，让大家切
实体会到提速降费的好处。

——消费支出。计划报告中提
出，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预期目标
为3％左右，主要考虑今年的翘尾因

素，以及去年9月份以来，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由负转正，向下游
产业和终端消费传导等，将会形成新
的涨价因素。这意味着今年物价或将
面临小幅度上涨。

全国人大代表郭乃硕表示，针对
居民消费价格可能出现小幅上涨情
况，一方面应完善价格监管机制，防范
个别领域出现较快上涨，另一方面加
强市场价格监控，加强对困难群体的
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居民收入增加有哪些渠道？

百姓日常开支将有哪些变化？

从“国家账本”看2017年国计民生

根据预算法，我国全口径
的财政收入支出由“四本账”构
成——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国家账本中，最大头的就是
一般公共预算。2017年，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68630亿元，
比2016年同口径增长5%。加
上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
2433亿元，可安排的收入总量
为171063亿元。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194863亿元，剔除地
方上年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
金后同口径增长6.5%。

收支之间，存在2.38万亿元
的赤字。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
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比去年
增加2000亿元。增加的赤字主
要用于进一步减税降费，保障政
府应承担的支出责任。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
年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中
央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
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决
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
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坚守节用
裕民的正道。这是继2014年之
后，政府工作报告再度列出具体
削减一般性支出指标。

如何把财政“大账本”拆成
一个个民生“小账单”，直接关
系着百姓福祉。

以最大账本一般公共预算
为例，近20万亿元财政大蛋糕
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
方面。

而根据提请审议的预算报
告和预算草案，2017年全国财
政支出占比，教育、社保、医卫
毫无悬念地成为“前三甲”，尽
显民生情怀。

——全国财政花在教育上
的钱预算为2.94万亿元，占总
支出的15.1%，成为第一大支
出。2017年中央安排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1432亿元，一
大看点是今年春季学期起，统
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
补”政策，每个学生背后的义务
教育经费可以“钱随人走”，惠
及更多农村孩子跟随打工父母
进城读书。

——全国财政花在社保和
就业上的支出预计超过2.2万亿
元，占总支出11.6%，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标准将继续提高。

——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
生和计划生育支出预算约为
1.4 万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7.2%。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
准从去年的570元提高到今年
的630元，其中财政补助标准
从420元提高到 450元，保障
百姓看病得到更多保障。

新的一年，让更多人住有
所居，财政将再支持建600万
套棚改房；脱贫攻坚“不让一个
困难群众掉队”，中央将补助地
方861亿元；支持科技创新，国
家将投入6800多亿元……

财政部部长肖捷说，近年
来，尽管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
出，但民生始终是财政保障和
支持的重点。对于基本民生需
求，该托的底一定要托住，多做

“雪中送炭”的工作，不搞“锦上
添花”。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化之年，在积极财政政策下，
政府必须做好的一道题目是，
如何一边减税降费，一边保障
好民生兜底需要。

2017年，政府承诺全年将
给企业减负3500亿元左右：

——营改增试点将继续完
善，增值税税率由四档简并至
三档；

——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
半征收所得税优惠范围，年应
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
高到50万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
高到75%；

——继续实施2016年底
到期的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
设施城镇土地使用税等6项税
收减免政策……

此外，通过全面清理规范
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
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
自主减免部分基金；取消或停
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
上；适当减低“五险一金”有关
缴费比例……政府还将减少涉
企收费约2000亿元。

数 据 显 示 ，2013 年 至
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分
别为1.2万亿元、1.35万亿元、
1.62万亿元、2.18万亿元，赤字
率从2.1%逐步提高到约3%。

“赤字率随着国力的增长
而进行调整，是各国通行做
法。今年的财政赤字安排仍在
健康合理区间，关键是要摸清
财政债务底数，防范关键风险
点。”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
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
民说。

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我国
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
管理。此次预算报告在专题中
晒出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
等“细账”。截至 2016 年末，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预计执
行数153164亿元，比全国人大
批准的限额低18710亿元。

根据预算报告和草案，截
至 2016 年末，我国中央国债
余额实际数约 120067 亿元。
中央和地方债务合计，我国政

府债务余额约 273231 亿元。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数据计算，2016 年我国政府
债务的负债率为 36.7%，低于
欧盟 60% 的警戒线，也低于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
国家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预算草案
中 首 次 出 现 了《2016 年 和
2017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
额情况表》和《2016年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分地区限额表》两
份清单，通过晒细账加强人大
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预
算审查室主任何成军说，此举
是贯彻实施预算法、回应代表
委员和社会关切、进一步细化
预算编报、推进预算公开透明
的体现，是对地方政府债务实
行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的需
要，有利于增强市场约束力、防
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记者韩洁、季明、郁琼源、程士华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钱从哪来，花到哪去——
今年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

多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
“大账本”里的民生“小账单”

千方百计为企业减负——
护航供给侧改革的减税降费“清单”

以公开透明强化约束——
防范风险的债务“细账”

两会议政录

逾400亿元
物流成本怎么降？
人大代表来支招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何欣荣、
岳德亮）在我国的降成本工作中，物流成本是很
重要的一环。交通运输部之前表示，今年将力
争再降400亿至500亿元的物流成本。这个目
标如何实现？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说，高速公路的收费应该纳入法治轨道。特别
是对于部分延期收费的高速公路，应进一步降
低原有的收费标准，同时公开收费使用情况，让
费用去向透明化。

此外，包括互联网、甩挂运输在内的先进技
术和模式运用，对物流业降成本意义也非常
大。所谓“甩挂运输”，是指牵引车和挂车分离
的一种运输方式，这可以提高物流效率、减少货
车空载率。

政协委员谈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召开记者会，邀请全
国政协委员厉以宁、陈锡文、杨凯生、常振明、
钱颖一就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防范金融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回答记
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预算报告5日提交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查。打开这份
2017年的“国家账本”，财政收入
和支出的每一个数字都关系着国
计民生，回应着百姓期盼。

“国家账本”的
“四本账”

A

B

C

D

哪些群体将明显受惠？

钱袋子
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等两会文件提
出，2017年将提高
城乡居民医保财政
补助标准，调整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待遇，取消手机国
内长途和漫游费。
这些惠民政策直接
涉及百姓“钱袋
子”，成为代表委员
热议话题。那么，
一系列实打实的惠
民政策，将给老百
姓“钱袋子”带来哪
些具体变化？

李国华委员：

警惕非法集资
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赵文君
齐中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
长李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非法集
资活动呈现“泛理财化”新特征。随着互联网金
融的快速发展，非法集资活动更加隐蔽，形式更
加多样，问题日益突出。

2016年一季度，非法集资立案数达2300
起，为历年最高峰。“从一些重大案件来看，非法
集资往往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迎合社会公众
对财富保值增值的迫切需求，创造形形色色的
所谓“理财产品”。

李国华建议，重点加强对相关行业的排查，
对名实不相符、主业不清晰、经营不规范的各类
机构，要坚决取缔并清除出金融市场。

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出炉

今年百姓的 会有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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