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规定以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大范围开展养老服务人员培训，扩大普通
高校、职业院校这方面培养规模，加快建设素质优良的专业队伍。

会议确定了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4项措施：

对老旧小区通过政府回购、租赁等补上养老设施欠账。新建小区按规定
建设的养老设施移交政府后，要无偿或低偿用于社区养老服务。对企业、政府
和事业单位腾退的用地、用房，适宜的要优先用于社区养老服务。

鼓励发展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机构，在房租、
用水用电价格上给予政策优惠。依托“互联网+”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
服务，支持连锁化、综合化、品牌化运营。

整合高龄津贴、护理补贴等，集中补贴经济困难高龄、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费用。相关资金更多用于支持社区养老
服务。

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有效供给

放宽准入，引导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社区养老服务

扩大培养规模，建设素
质优良的专业队伍

优化财政支持养老服
务业发展的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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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5月29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社区
养老和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
决定对养老、托幼、家政等社区家庭服
务业加大税费优惠政策支持。

会议指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
部署，以社区为基本依托，加快发展养
老、托幼、家政等服务业，是改善民生、
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撑实施全面二孩
政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较大力度增
加就业、扩大服务消费促内需、推动社
会合理分工和经济转型升级。

会议在已出台的促进家政服务业
扩容提质政策基础上，确定了以下新
措施：

一是鼓励本科和职业院校开设家
政服务专业，对符合条件的家政类实
训基地等建设优先给予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开展“家政培训提升行动”，
大规模培训家政服务人员包括灵活就
业服务人员，所需资金按规定从失业
保险基金中列支。加强家政供需对

接，拓展贫困地区人员就业渠道。
二是对家政企业进社区，其租赁

场地不受用房性质限制；对招用就业
困难人员或当年高校毕业生并缴纳社
保的，给予社保补贴。鼓励商业银行
探索对信用好的家政企业提供无抵
押、无担保小额贷款。

三是提高家政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水平，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快建立
岗前健康体检、第三方认证等制度，促
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会议决定加大对养老、托幼、家政
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的税费政策优惠。
从今年6月1日到2025年底，对提供
社区养老、托育、家政相关服务的收入
免征增值税，并减按90%计入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对承受或提供房产、土
地用于上述服务的，免征契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不动产登记费等6项收费。
同时，研究完善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进一步支持生活服务业发展。扩大员
工制家政企业免征增值税范围。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四项措施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业发展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锁药记
——张富清的英雄人生之五

在张富清的卧室里，窗户边摆着一张旧条
桌。条桌最右边的抽屉里，放着张富清平时吃
的药。

95岁高龄的张富清，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说
话思路清晰，声音洪亮。但事实上，老人长期有高
血压，受颈椎病困扰也很多年了，去年还被查出患
有冠心病。此外，他还有一个痼疾——打仗时头
部受伤留下后遗症，一变天就疼得厉害。降压、止
疼、抗血栓的药装进了抽屉。

作为离休干部，张富清享受公费医疗政策。但
他给家里定了一条规矩：任何人不能吃自己的药。

有一次，同样患有高血压的大儿子张建国来
看他，忘了带降压药，到了吃药的时间，找他要几
粒降压药救急，却遭到拒绝：“你不能吃。我的药
是国家买的，你们的药都是自费的。病情不一样，
我的药也不一定适合你……”

碰了几次壁，张建国索性买了些降压药放在
老人家里，以备不时之需。

当着记者的面说起这件事情，老人的理由很
充分：“我是离休人员，我的药费是公家报销的，
只能我个人用，家里人不能享受。不能占国家的
便宜。”

抽屉里的药，不仅“不能用”，也“不能
看”。为了管好自己的药，他甚至用锁把抽屉
给锁住了。

其实，子女们都知道老人的脾气，老人不让动
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动，给抽屉上锁全无必要。
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讲原则的人，该锁就锁，容
不得丝毫含糊。

不仅不占国家的便宜，张富清还处处想着为
国家节约。去年10月，老人要到恩施州城做白内
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他是从中国建设银
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的，去恩施前，现任
行长李甘霖到家里看望老领导，专门给他做工作：
选择好一点的晶体，这样有利于恢复。

住院后，医生询问用什么样的晶体，考虑到老
人年事已高，家人嘱咐医生用好一点的、适合老人
的晶体。备选晶体从几千元到数万元都有，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素，医生最后决定给老人使用中等
价位的晶体。

谁也没想到，手术前，老人听说同病房的两
位农民病友都是用的3000元的晶体，他背着家
人给医生提要求，自己也用3000元的晶体。手
术结束后，家人才知道，老人自己做主用了最便
宜的。

老人回家后，李甘霖再次前去探望。得知这
一情况，他忍不住问：“您是离休干部，现在年纪也
大了，为什么不选择好一点的晶体？”

“我现在已经离休了，再也不能为国家做什么
事情了，我用最便宜的，能够给国家节约一点是一
点。”张富清回答。

他的心里，总是首先想着国家，想着组织，而
把自己摆在次要位置——这就是老英雄张富清的
精神境界。

（新华社武汉5月29日电 记者谭元斌）

据新华社成都5月29日电 （记者吴晓颖）
江竹筠，四川省自贡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3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中共重庆
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当助手，做通信联络
工作。

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后留在重庆
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
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7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市委的指派，负
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
斗争。这年春夏，川东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
向农村武装斗争，彭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领导
武装斗争。江竹筠以中共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
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
牲。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

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
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
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
……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妄想从这
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地下党
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
屈，她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
是钢铁做的！”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
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
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江竹筠的事迹被脱险的狱友
写进了小说，又被陆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

江竹筠：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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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人巧日争新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四

“每次来到中国，这个国家总
以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让我备受
鼓舞。”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曾
感慨地说，有一次在北京用餐结束
时想用信用卡结账，没想到中国同
事已经用智能手机付了款。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创
新将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科
鲁格表示。

不只是科鲁格，今天每一位来
中国的客人，仅从“手机支付”“共
享单车”“快递外卖”等衣食住行的
日常片段，就能深切感受这里的创
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
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从“东方红”卫星到“天宫”游
太空，从国产航母下水到“蛟龙”深
海探秘，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中国
创新实力持续跃升。

今日中国，已经步入科技创新
的快速轨道，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创新大国。

今日中国，新产业、新模式、新
业态层出不穷，创新已成为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成为企业
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超过
3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4.8%。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研发队
伍，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8年居
世界首位。在18.1万家高新技术企
业与13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基
础上，还造就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
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跨国公司。

按照美国专利数据公司的报
告，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总
量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公司获得超
过12500项美国专利，华为、京东
方进入全球前20强。

创新发展的中国，活力尽显，
后劲充足。这，正是“中国号”巨轮
无惧风高浪急的底气所在。

一个月前，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
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
的近5000名外宾应约而来。

5个月后，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将拉开帷幕。目前，企业
展招展吸引了超过250家世界500
强和龙头企业参加，不少展区“一
位难求”。

海纳百川，气象日新。今日之
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涌动着活力。

这活力，源于顶层设计的理念
制度创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18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
国排名第17位，首次跻身全球创新
指数20强。

创新能力的跃升，来自发展理
念的指引。

“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

要落后”“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发展是第一要务，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置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加强顶层设
计，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今日之中国，
创新已蔚然成风。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
研发经费投入近2万亿元，投入强
度为2.18%，已经超过经合组织国
家平均水平。

这活力，源于持续增强的企业
内生动力。

上交所数据显示，2018年，沪
市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 3900 亿
元，同比增长21%；中企联数据表
明，去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
较2010年增长了1.66倍。数据背

后，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的重视清
晰可见。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
军。在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和经
济转型升级潮流下，我国着力优化
创业创新环境，推动企业成为创新
主体。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近日刊登
的文章观察到，受政策激励的影响，
中国迎来了创业热潮。每天平均新
登记注册的企业数从 2013 年的
6900家增至2018年的 1.84万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塑造中国
发展新优势。”

除此之外，中国还拥有 9100
万科技工作者、1.7 亿多受过高等
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再配
合近 14亿人的大市场，供需两端
的合力正为中国创新发展注入不
竭动力。

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因创新而
变的中国，尤需厚植创新土壤。

在抢抓机遇中释放创新活力。
几天前，我国时速600公里高

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经过
近三年的技术攻关，课题团队成功
突破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
新，是决定未来中国创新走向的

‘关键之举’。”中国科学院院长白
春礼说。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国发展则迎来世界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国内转变
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

在改革中激发创新活力。
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

创造动能，关键是向改革要动力。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

运。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创
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面向未来，更
要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疏通堵点、
疏解痛点、攻克难点，为创新松绑、
为创业加油、为创造助力。

在开放中培育创新活力。
参会国家从 29 个增加到 59

个，参会世界500强企业从15个增
加到39个，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近日举行，全球大数据
业界精英会聚贵阳，共商产业发展
与合作机遇。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这些
年来，中国始终坚持以全球视野
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不仅推动
自身进步，更为人类文明发展作
出贡献。

洞察大变局，方成大格局。形
势越复杂，定力越可贵。今日之中
国，顺应时代潮流，汇聚亿万人民
的聪明才智，必将以“众人拾柴火
焰高”的磅礴力量，打造一个活力
无限的创新中国。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创新中国
释放发展的源源动力

活力中国，谱写“第一动力”乐章

机遇中国
主动作为迈向新境界

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总部，“云轨”列车在运行调试中（2018年11月30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面对风险挑战，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有力的应对。
放眼今日之中国，创新发展的热潮方兴未艾。接续换挡的发展动能、迭代成长的科技变革、

蓬勃兴旺的创业创新，展现“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十足韧性，尽显“天工人巧日争新”的充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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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经贸摩擦，让世界看到了一
个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和一个一意孤
行的美国。”埃及《金字塔报》资深记者
萨米·卡姆哈维的话意味深长。

近年来，美国一些政客被“美国
优先”遮住了双眼，大搞贸易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全
然不顾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贸易逆差就
是对美国的“经济掠夺”，三番五次地
向多国挑起贸易争端；他们吆喝“别
国科技发展会伤害美国”的谬论，频
频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别国企业，甚至
不惜胁迫盟友“组团”围堵；他们声称
国际贸易规则“令美国吃亏”，肆意冲

撞破坏多边贸易体制。这些蛮不讲
理、任性妄为的行径，不仅是对别国
正当发展权利的打压，也是对国际规
则的践踏。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
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世界，也是一个
各国利益日益交融、命运与共的世界。
美国一些政客无视历史潮流、无视反对
声音，说到底，无非是只想当随意制定
规则的“吹哨员”，不想做遵守规则的

“运动员”；无非是只想自己单赢，不想
各国共同发展。于是，“让美国再次伟
大”成了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别国正当利
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的“正当理
由”，“贸易零和”成了对国际规则和国

际机制“合则用，不合则退，不合则毁”
的堂皇借口。如此蛮横无理，还有何公
义可言？

哪怕是在美国国内，这样的一意
孤行，也遭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谴
责和反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
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就批评道，一些
政客为了一点私利，榨干国际社会，
迅速摧毁70多年来的国际秩序，破坏
为防范国际混乱而建立起来的信任
和共同使命感。前不久，阿迪达斯、
耐克、彪马以及美国 170 多家鞋类制
造商和零售商联合致函美国政府，指
出美国对中国输美鞋类产品加征关
税，将对美消费者、制鞋企业和美国

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美国这
些政客全然不顾“贸易管用，但关税
不管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全然
不顾美国农民无奈诉说他们正在经
历“艰难的经济时刻”，依然我行我
素、执迷不悟。

一味任性胡来，是对美国自身国
际信誉和国际形象的损耗，也是对世
界各国合作大环境的搅扰破坏。欧
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就正告美国政
府：“要贸易，不要战争。”美国那些政
客是不是该想一想，为什么美国针对
华为的禁令一出，多位欧洲国家领导
人就明确表示，封杀华为毫无先见之
明，欧洲国家不准备效法美国？得道

多助，失道寡助。试图以保护主义阻
挡经济全球化大潮的举动，注定不得
人心；试图以单边主义阻拦世界多极
化大势的行径，注定徒劳无功。美国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指出，想要将中
国排除在全球创新之外的努力，最终
只会令美国陷入孤立。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汉代的文
学家桓宽就告诫，“距谏者塞，专己者
孤。”学会倾听，既是一种美德，更是
一种智慧。我们奉劝美国那些政客
听听美国社会各界的呼声，听听世界
各国的批评警告，及早醒悟、迷途知
返，莫要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
回头。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难道非要撞了南墙才回头
——一意孤行必将失败

■ 钟声


